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区广大民营企业家：
7月 2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

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充分肯定
了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各类市场
主体为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的积极贡献，强调要保
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弘扬
企业家精神、集中力量办好自
己 的 事 ， 增 强 信 心 、 迎 难 而
上，努力把疫情造成的损失补
回来，争取全年经济发展好成
绩。民营企业是重要的市场主
体，在“六保”“六稳”中发挥
重要作用，总书记无时无刻不
在关心呵护民营经济的发展，
每当我国经济遭遇较大困难，
企业家发展信心受挫的时候，
总书记总是及时地站出来，语
重心长的和企业家谈心，力挺
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为我
们鼓劲加油、减压提气，寄予
厚望，让民营企业家吃下“定
心丸”，为企业家群体在新时代
乘风破浪指明前进方向，提供
根本遵循，增强发展信心。为
此，我们向广大路商倡议：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大力弘扬新时代路
商精神，勇当建设“重要窗口”
的排头兵，再创民营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新辉煌！

一、坚定理想信念、树立发展信
心、激发经济活力

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
对我国经济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冲
击，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
的疫情率先得到控制，经济率先
恢复，二季度GDP由负转正，情况
比预期的要好。在这个关键当
口，我们广大的民营企业家更需
要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精神，坚决和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坚定发展信心，以时不我待
的使命感和紧迫感，开足马力，畅
通经济，把上半年疫情造成的损
失“抢回来”，这是当下民营企业
家所面临最迫切的任务。

作为新时代的民营企业家，
我们要一心一意跟党走，坚定战
略自信，发扬敢闯敢干、聚焦实
业、做精主业的精神，抓住难得的
历史机遇，努力把企业做强做优，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勇
担历史使命，积极做出贡献。

二、增强使命担当、做优做强企
业、实业报国兴邦

新时代企业家应有新使命、新
担当。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
体，作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重要力量、稀缺资源，理应弘
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地发挥企
业家的作用，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
时，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作出积极贡献。民营企业家
要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不断提升
企业核心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积极参与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
设；要切实加强履行社会责任，稳定
社会就业、关爱员工健康，赢得社会
认可，展现路商力量；要拓展国际视
野，开门谋求发展，创新产业布局，
引进先进技术，加速健全国际营销
网络，提高防范国际市场风险能力。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
嘱托，勇于创新，开拓进取。

大疫当前，百业艰难，但危中有
机，唯创新者胜。企业家要做创新
发展的探索者、组织者、引领者，勇于
推动生产组织创新、技术创新、市场
创新，重视技术研发和人力资本投
入，有效调动员工创造力，努力把企

业打造成为强大的创新主体，在困
境中实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三、践行亲清政商关系、弘扬路
商精神、夯实发展根基

我们要把追求经济价值与遵
守现代市场经济法则结合起来，把
遵循市场规律与发扬社会主义道德
结合起来，把诚信守法作为安身立
命之本，坚守法治意识、契约精神、
守约观念，践行亲清政商关系，弘扬
路商精神，沿着清廉民企的路子，依
法经营、依法治企、依法维权，做到
遵纪守法办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

广大民营企业家要把深入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贯彻落实总书记
考察浙江的重要指示结合起来，秉
承弘扬路商精神，积极响应区委决
策部署，抢抓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机遇，争做“重要
窗口”的示范样本，为路桥、台州、浙
江乃至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奉献路商
力量。

路桥区工商业联合会
路桥区总商会

2020年7月30日

夏日送清凉

近日，我区各部门、志愿者、村
民自发组织慰问，给高温下坚守一
线的交警、环卫工人、园林绿化工
人送去一份份清凉，感谢他们的辛
勤付出。

全媒体记者 郑 虹
本报通讯员 王国洋 方璐迪 摄

凝聚企业发展共识 弘扬路桥企业家精神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许 炜）7
月30日上午，我区召开民营企业家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
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视频会暨
五届一次主席（会长）会议，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重
要讲话精神，部署区总商会下阶段
工作。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郑
波，区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陈
明炜参加。

7月 2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
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向企业家发出了增强信心、迎
难而上、实现更大发展的动员令，
为当前把握形势、开拓新局指明了
新方向、注入了新动力，对保护和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后疫情
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会议指出，要把握精神实质，
路桥企业家要为经济发展积蓄基
本力量。正确把握“保护和激发市
场主体活力”的鲜明论断，正确把
握“弘扬企业家精神”的鲜明要求，

正确把握“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
事”的鲜明导向和战略部署。要把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以
建设“重要窗口”的使命担当，推动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路
桥落地生根。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
讲话，“信心”贯穿始终，即对我国
经济发展有信心、对广大企业家
有信心、对“办好自己的事”有信

心。企业家要爱国敬业，扛起使
命担当；要勇于创新，突围开拓新
局；要诚信守法，树立良好形象；
要义利兼顾，履行社会责任；开拓
视野，融入内外循环。

当天，主会场路桥民营企业家
代表、各异地商会会长代表谈学习
体会，并宣读了台州市路桥工商业
联合会向全区民营企业家倡议
书。会上还审议通过了工商联（总
商会）相关人事任免决定，讨论了
下阶段商会重点工作安排。

我区召开民营企业家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视频会暨五届一次主席（会长）会议

遗失
声明

●遗失台州市路桥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浙江省
政府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11101）四张，号码为：
1700277528，1602660710，1602660711，1700277506 四
张。浙江省行政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资金往来票据
1350647426—1350647450，1356588251—1356588275 两

本。浙江省行政事业单位非经营服务性收入收款收据
一本1650674851—1650674875，声明作废。

●遗失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开具的浙江省法院
诉讼费专用票据（结算）1份，票据号码1300431771，声明
作废。

倡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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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电信息
各用户：

2020 年 8 月 6 日 （07：30 至 13：30）：因计划检修高梁
Q912线2.8.A4#线路开关后段停电，停电区域：腰塘村、腰塘
板桥里 3319公、粮库北路、三坨村、高升村、台州市路桥区
金清镇腰塘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金清镇腰塘村民委员会、上
海科球机电有限公司路桥分公司、台州市金龙机动车件制造
有限公司等。

原定2020年8月5日（08：00至10：00）现改为2020年8
月 7日（08：00至 10：00）：因计划检修新华Q977线椒新甲
支线 10号杆支线开关后段停电，停电区域：十甲陈村、机场
路、中林村、郑际村新桥居委会邮电路、中国石油天然气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台州销售分公司、台州市路桥三包拉丝厂、
十甲陈村（台州市路桥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台州市路桥自
来水有限公司）等。

2020 年 8 月 7 日 （08：00 至 14：00）：因计划检修洋屿
Q794线长泾乙支线开关后段停电，停电区域：长泾村、叶国
荣等。

2020年 8月 10日 （08：00至 16：00）：因计划检修场站
Q464线金通乙支线跌落式熔断器后段停电，停电区域：台州
市路桥区螺洋塑料五金厂、台州市路桥国宇空调配件厂、浙
江广通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等。

以上线路因检修停电，遇雨顺延，希各用户注意！给用
户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国网台州市路桥区供电有限公司
2020年7月30日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潘璐萍）7月 29日，在西马智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厂区内，工人们正将一批准备发往山东的货物装载上车。与此同
时，该公司采购部工作人员与货车司机办理相关的货物交接事宜，并请
货车司机在交警部门为公司核定的路线上行驶，不用担心被抓拍。

原来，由于主城区道路大货车限行规定，大货车无法直接开进厂
区上下货物，成为西马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经营中的一个“拦
路虎”。然而这一“窘境”，在全区“企业服务直通车”工作开启之后，
成为过去式。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我区成立了“企业
服务直通车”工作小组，由区领导担任组长，下设“企业服务直通车”
办公室，抽调了区经信局、区自然资源规划局、区行政服务中心等部
门的业务骨干组成服务团队，出台了《路桥区“企业服务直通车”平台
建设实施方案》。

“我们在平台上接收到西马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问题诉求
之后，立即召集了交警部门，与该公司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与交流，共
同解决该项问题。”“企业服务直通车”办公室工作人员说。

通过协商，解决方案很快出炉。“通过明确专人沟通、重新核批一
条运输线路、开启货车车牌提前报备制度，解决了货车限行问题。”西
马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负责人王蒙杰笑着说，方案执行以
来，非常顺利，极大保障了企业正常生产经营。

现在，根据工作要求，“企业服务直通车”办公室工作人员每日查
看“企业服务直通车”平台，及时跟进项目申报情况；定期走访各企
业，了解企业需求，解决企业难题；召开企业申报项目跟进会议，召集
有关部门会商并协调解决企业所遇到的问题。截至目前，“企业服务
直通车”平台共收到企业反映的问题44件，已办结20件。

“平时，我们还会邀请‘企业服务直通车’工作中所涉及的部
门领导，开展‘陪跑制’，通过陪跑及时发现、收集企业办件过程中
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改进建议，并征询企业满意度，加快问题解决
速度。”“企业服务直通车”办公
室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
加大走访力度，进一步发挥工业
经济运行分析管理平台作用，实
现资源共享，更好地为企业服务。

“企业服务直通车”
让企业发展“一路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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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郑 虹）7月 30
日晚上，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马奇华
带队深入企业、“九小”场所、出租房
等地，开展消防安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督查暨“零点”大巡防行动。

督查组首先来到蓬街镇特益塑料有
限公司，查看了消防栓有无出水，嘱咐
公司负责人要规范摆放物件，时刻牢记
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督查组强调，在打
好经济发展翻身仗的前提下，安全责任
履行一定要到位，不能因生产而忽略了
安全生产。

随后，督查组来到杨府庙街的“九
小”场所，通过随机抽查的方式进行督
查。在一家烧烤店，督查组发现硬隔离
做得不够到位，当即要求商家抓紧整改
到位。在一家麻辣烫店里，督查组表
示，店内电线安装比较规范，如果房屋
后面要出租，消防安全一定要达标，并
做好登记。

最后，督查组来到蓬街镇新民村居
住出租房，询问该村网格员平时有没有
发现安全隐患，一旦发现安全隐患该如
何处置。网格员回答要第一时间上报相
关部门，并及时整改落实存在的问题。

督查组强调，各镇 （街道）、各有
关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按照消防
安全标准和各自的职责严格执法，对行
业、系统、区域“九小”行业场所进行
全面、细致排查，认真督促整改落实，
做到真查、真改、真处理，要查彻底，
更要改彻底，确保“九小”行业场所消
防安全无事故。同时，要做好企业、出
租房的安全检查工作，安全无小事，要
时刻拉紧消防安全弦。各有关场所负责

人要切实将安全放在第一位，杜绝侥幸心理，认真落实安全责任，
加强对重点时段、重点部位的看
护工作，将消防安全工作落到实
处和细处，为打赢经济发展翻身
仗筑牢坚实的安全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