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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 春
节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
国家领导人分别以电话等方式慰
问或委托有关方面负责同志慰问
了胡锦涛、朱镕基、李瑞环、吴邦
国、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俞正
声、宋平、李岚清、曾庆红、吴官
正、李长春、罗干、贺国强、刘云
山、张高丽和田纪云、迟浩田、王
乐泉、王兆国、回良玉、刘淇、吴

仪、曹刚川、曾培炎、王刚、刘延
东、李源潮、马凯、李建国、范长
龙、孟建柱、郭金龙、杨洁篪、陈全
国、郭声琨、王汉斌、何勇、杜青
林、赵洪祝、尤权、王丙乾、邹家
华、彭珮云、周光召、李铁映、许嘉
璐、蒋正华、顾秀莲、热地、盛华
仁、路甬祥、乌云其木格、华建敏、
陈至立、周铁农、司马义·铁力瓦
尔地、蒋树声、桑国卫、王胜俊、陈
昌智、严隽琪、张平、向巴平措、张

宝文、唐家璇、梁光烈、戴秉国、常
万全、韩杼滨、贾春旺、任建新、宋
健、胡启立、王忠禹、李贵鲜、张克
辉、郝建秀、徐匡迪、张怀西、李
蒙、廖晖、白立忱、陈奎元、阿不来
提·阿不都热西提、李兆焯、黄孟
复、张梅颖、张榕明、钱运录、孙家
正、李金华、郑万通、邓朴方、厉无
畏、陈宗兴、王志珍、韩启德、林文
漪、罗富和、李海峰、陈元、周小
川、王家瑞、齐续春、马培华、刘晓

峰、王钦敏等老同志，向他们致以
诚挚的节日问候，衷心祝愿他们
新春愉快、健康长寿。

老同志们对此表示感谢，高
度评价过去五年和新时代十年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
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对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
心、全党的核心表示衷心拥护。
老同志们希望全党全军全国各族

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埋头
苦干、奋勇前进，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中央领导同志慰问老同志

本报讯 记者李国峰报道 昨
日，记者从省统计局获悉，2022年
全省生产总值（GDP）为77715亿
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3.1%。其他主要经济指标也相继
出炉，全省经济运行总体保持恢复
态势，新动能持续成长，市场价格
平稳，民生保障有力，高质量发展
特征进一步显现。

三大产业逐步修复。其中农
业稳步发展，2022年，全省农林牧
渔业产值3756亿元，比上年增长
3.4%；工业生产承压恢复，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21900亿元，比上年
增长4.2%。从企业类型看，大、中
型企业分别增长6.4%和5.4%，增
速分别比规模以上工业高2.2和
1.2个百分点；服务业企稳回升，第
三产业全年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2.8%，增速比前三季度加快0.5个
百分点；此外，第三产业还拉动全
省生产总值增长1.5个百分点，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0.4%。

“三驾马车”协同发力。2022
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
9.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0467
亿元，比上年增长4.3%；进出口、
出口、进口分别为 4.68 万亿元、
3.43万亿元和1.25万亿元，比上年
增长13.1%、14.0%和10.7%，进出

口规模持续扩大。
发展质效继续向好。农村居

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共同富裕持
续推进，2022年，全体及城乡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60302元、
71268元和37565元，比上年增长
4.8%、4.1%和6.6%。城乡收入比
1.90，比上年缩小0.04。就业形势
总体稳定，市场主体稳步壮大，全
年新增城镇就业115.6万人，超额
完成100万人的全年目标任务。
城镇调查失业率低于5.5%的宏观
调控目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财
政收入总量居全国前列，全年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8039亿元，比上年
下降2.7%，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
增长5.5%，总量居全国第3位。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我省民
营主体活力强、民营工业贡献大。
全省新设企业中民营企业46万
户，占新设企业数的93.5%。在册
民营企业308万户，个体户604万
户，合计占市场主体的96.8%；民
营企业全年工业增加值15385亿
元，比上年增长5.2%，增速高于规
模以上工业1.0个百分点，占规模
以上工业的70.3%，比重比上年提
高0.8个百分点，拉动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增长3.5个百分点，贡献
率达83.2%。

我省2022年度主要经济指标出炉

GDP同比增长3.1%

本报讯 记者程雪报道 据最
新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春节假期
前我省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渐
回升。春节假日期间（1月21~27
日），我省晴雨相间，气温起伏大，
初二初三受强冷空气影响，全省
有强降温和大风，初三至初五有
冰冻，其中初四全省大部地区有
严重冰冻。

强冷空气和气温方面，除夕
（1月21日）白天全省气温继续回
升，初一（22日）最高气温浙北地
区8℃～12℃，东南沿海18℃～
21℃，其他地区 13℃～16℃；初
一夜里起强冷空气自北而南影响
我省，气温明显下降，全省大部地
区日平均气温过程降温幅度
8℃ ～10℃ ，其 中 东 南 沿 海
10℃～12℃；25日、26日（初四、
初五）早晨气温低，有冰冻或严重
冰冻，25日早晨除沿海地区外大
部 最 低 气 温 -5℃ ～-3℃ 、山
区-9℃～-6℃，白天起气温逐渐

回升，27日（初六）早晨最低气温
大部地区回升至 2℃～5℃。另
外，23~24 日沿海海面有 8～10
级偏北阵风，江河湖泊和高海拔
山区阵风6～8级。

降水方面，假期期间阴雨日
3天左右，主要出现在1月21日
夜里至23日以及27日，其中22
日夜里全省有小到中雨，22日部
分地区伴有雨雾。逐日天气预
报如下：20日，全省多云；21日
（除夕）白天，全省多云到阴；21
日夜里至 22 日白天（除夕夜里
至年初一白天），全省阴有时有
小雨；22日夜里（年初一夜里），
全省阴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山区
局部有雨夹雪或小雪；23日（初
二），全省阴部分有小雨，下午起
浙中北地区雨渐止转阴到多云；
24~25 日（初三、初四），全省晴
到多云；26日（初五），全省多云
到阴；27日（初六），全省阴天部
分有小雨。

春节天气展望

晴雨相间 气温起伏大

本报讯 记者李国峰 通讯员
吴家旺报道 近日，舟山市人力
资源市场人头攒动，由舟山市
总工会等多家单位联合举办的
大型招聘会拉开序幕。

为进一步支持春节期间企
业稳定生产，保障企业用工需
求，促进全市经济高质量“开门
红”，确保社会和谐稳定，舟山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舟
山市总工会等单位联合举办
2023年春节期间稳工稳产专场
暨“春暖群岛，就在舟山”大型

招聘会，对接劳务协作，第一时
间为企业解决用工需求。

记者了解到，为了更好地帮
助企业稳住、留住、引入员工，让
员工安心留舟过年，舟山市总工
会开展以“工会送暖 爱满舟山”
为主题的“两节”送温暖活动和

“工会送温暖 情系归乡人”平安
返乡活动，走访慰问坚守一线岗
位职工、留舟（返乡）农民工、户
外劳动者和新就业形态职工及
因疫致困职工等群体，送去党和
政府的关怀，传递工会的温暖。

新年把握“薪”机会
舟山市总工会开启2023第一场就业招聘会

本报讯 记者羊荣江 通讯
员申春报道 一枝一叶总关
情，工会帮扶暖人心。近日，
金华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
席施文臻带队，深入基层、深
入一线，看望慰问劳模家庭、

一线职工、志愿团队和一线企
业，把党和政府的温暖、工会
组织的关怀送到职工的心坎
上。

据了解，“两节”期间，金华
市县两级工会领导带队，深入

全市各类企业、抗疫一线、重点
工程等，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及
时送去工会“娘家人”的关爱和
温暖。

“除了重点走访的困难
企业、困难劳模、困难职工和
困难农民工，还慰问了坚守
抗疫一线的医护工作者、春
节期间直接面向群众服务的
基层岗位干部职工。”金华市
总工会权益保障和法律工作
部部长杨兵介绍，今年“两
节”期间，金华市县两级工会

共筹集慰问款物632.9 万元，
走访企业 546 家；发放款物
627.4 万元，慰问各类群体
13336人次。其中，慰问已建
档困难职工 66人次，发放款
物 85.5 万元；慰问疫情防控
一线医务人员 5807 人次，发
放款物91.2万元。

职工的冷暖记心尖。“在为
困难职工提供生活救助的同
时，我们还为上高中、大学等院
校的困难职工子女解决学费问
题。”金华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

给出了一组数据：2022 年以
来，金华市县两级工会共为44
户困难职工家庭发放助学救助
金29.04万元。

同时，为切实减轻困难职
工家庭特别是患癌困难职工家
庭的医疗费用负担，金华市总
工会在去年12月份开展“大病
救助”专项活动，提高帮扶标
准，切实保障困难职工基本生
活。2022年，全市共为54户
患大病家庭发放医疗救助款
84.01万元。

本报讯 记者邹伟锋 通讯
员邵晨晨报道 春节将至、岁
寒情深。连日来，温州市委副
书记张加波，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张洪国，
市政府副市长王彩莲，市总工
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胡长
虹等领导率工会慰问组，深入
基层一线，走访慰问坚守岗位
的公安民警、疫情防控一线职
工、困难劳模职工代表，向他
们捎去新春的祝福，送上党委
政府及“娘家人”的关怀，并同
步开展“大走访大调研大服务
大解题”活动，鼓励大家坚定
信心，齐心协力加油干，共同
迎接更美好的明天。

近日，张加波赴龙湾开展

节前慰问，向基层一线职工们
送一份温暖道一声祝福。

在龙湾区公安分局中心
区派出所，张加波肯定了公安
民警们在打击犯罪、安保维
稳、服务群众等工作中取得的
优异成绩，对长期坚守岗位、
战斗在执勤执法一线，为维护
社会安全稳定作出贡献的基
层一线民警们表示感谢。他
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继续发
扬优良作风，维护好社会安全
稳定。

“马上就要过年了，代表党
委政府向大家送上节日的问
候。”在永中街道办事处，张加
波一行详细了解街道干部们的
工作日常，并和烈军属李玮悉

心交谈，希望他增强信心，保重
身体。

连日来，温州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张洪
国一行，走访慰问了一线职工、
困难职工代表等，为他们带去
新春的祝福，送上“娘家人”的
衷心问候。

在市卫健委，张洪国向疫
情防控团队致以亲切的节日慰
问，他表示疫情发生三年来，防
控一线人员发挥着不可替代的
核心作用，希望大家注意劳逸
结合。同时，面临春节返乡高
峰，大家要始终保持昂扬的精
神状态，充分保障群众就医需
求。

“现在生活上有什么困

难？身体怎么样？”在温州市燃
气有限公司，张洪国与困难职
工朱纯江亲切交谈，详细了解
他的生活近况，并向他送上慰
问礼包，勉励他树立信心，以乐
观的心态面对生活。

慰问期间，张洪国还看望
慰问了浙江亨达光学有限公
司、温州南站动车站、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特警支队一线民
警等，每走访到一处，张洪国都
仔细询问他们的工作情况，并
送上新春祝福和慰问品，感谢
他们在各自岗位上为城市发展
作出的努力，同时也希望一线
职工们在春节期间一如既往地
做好本职工作，为人民群众欢
度新春佳节营造更加平安祥和

的社会环境。
近日，王彩莲带队看望慰

问一线职工和困难劳模代表，
向他们送上一份新春的问候与
关怀。

连日来，胡长虹带队先后
走访温州交运集团、交警三大
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德
力西集团等单位，慰问一线职
工和困难职工们，向他们致以
诚挚的新春祝福。

“两节”期间，温州市总工
会下拨300万元专项资金，用
于困难职工生活帮扶和节前慰
问，组成9个慰问组，深入走访
一线职工、劳模代表、困难职
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2800
余人次。

日前，湖州市德清县乾元古
城开展“古城非遗赶大集”活动，
组织民间艺人在古城弄堂表演舞
龙、扫蚕花地、唱戏曲等，让赶年

集的群众尽享非遗文化大餐。图
为在德清县乾元古城弄堂里，小
朋友们手提灯笼开心迎兔年春
节。 通讯员谢尚国 摄

本报讯 记者阮向民报道 昨
日上午，省总工会举行直属机关
基层党组织书记2022年述职交
流会，总结过去一年基层党建工
作经验，谋划新一年基层党建工
作目标任务。省总工会党组书
记、副主席吕志良强调，要进一步
加强和改进机关党的建设，推动
机关党建工作全面深化、全面提
效。

过去一年，省总工会直属机
关基层党组织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省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
以理论上的清醒保证政治上的坚
定，把党建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会
工作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会
上，省总工会21名基层党组织书
记围绕一年来党建工作实践，谈
成绩、点问题、理思路，认真开展
述职交流、互评。

吕志良充分肯定过去一年来
机关党建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并
对基层党组织书记述职交流作了
点评。他指出，一年来，省总工会
直属机关基层党组织抓好党建工
作的意识进一步增强，党建工作
与业务工作的融合进一步提升，
党建工作的成效进一步体现，获
得了一系列荣誉和成绩，实现了
一系列创新和提升，强化了一系
列服务和保障。

在总结、点评的基础上，吕志

良就进一步加强机关党的建设，
进一步推动机关党建高质量发展
提出了要求。

吕志良强调，做好新一年机
关党建工作，要在全面从严从实
上下功夫，全面树立党建统领、党
建保障的意识，全面加强党员教
育管理，全面加强能力建设，健全
完善传达学习贯彻机制、学习研
讨交流机制，以党建工作新成效
推动促进业务建设、队伍建设、政
治生态建设。要在全面履职尽责
上下功夫，切实增强“角色”意识，
机关党组织书记要履行好“一岗
双责”和“党建第一责任人”的职
责；切实增强政治意识，机关党组
织书记要率先垂范，讲学习、讲政
治、讲正气、讲纪律、讲规矩；切实
增强融合意识，进一步提升党建
工作与业务工作的结合度、紧密
度，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
要在全面创新创效上下功夫，不
断探索机关党建方式方法创新、
载体抓手创新，实现全面全员提
效，进一步加强机关党建文化建
设，充分用好工会党建资源，推动
机关党员干部在政治上、作风上、
能力上实现新的提升。

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厅级
以上领导，机关、驻会产业工会各
党支部书记，直属各单位党组织
书记、副书记参加会议。

吕志良在省总工会直属机关基层
党组织书记年度述职交流会上强调

推动机关党建工作
全面深化全面提效

心系职工“温”情动人
温州开展“两节”送温暖活动

开心迎兔年

职工冷暖牢记心尖
金华市总工会深入开展“两节”送温暖活动

本报恭祝广大读者

新春快乐
阖家幸福

省总工会 2022 年度基层党组织书记党建述职交流会于昨日举
行。 记者李国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