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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智库顾问团成立特别报道

50 位专家、学者、企业家和海内外海宁乡贤受聘
为我市勇当“两个高水平”建设排头兵助力

市智库顾问团昨成立
合学院（海宁国际校区）党工委书记、副院
长傅强为副团长。
朱建军在讲话中说，功崇惟智、业广
本报讯 汇四海之士、集众人之智。
唯才。建设新型智库是时代课题、大兴调
昨天下午，我市召开智库顾问团成立大会
查研究是时代之风、强化智力支撑是时代
暨第一次全体会议，旨在进一步促进全市
所需。我们期待，智库顾问团成为海宁高
决策咨询工作的规范化、
制度化，
提升我市
水平建设的“思想库”，成为海宁高质量发
党委政府决策的科学化、
民主化、
法治化水
展的“智囊团”，成为海宁高水准决策的
平。市委书记朱建军在会上讲话，市委副
书记、市长曹国良主持会议，市领导姚敏 “参谋部”，成为海宁高品质生活的“服务
队”，成为海宁高层次互动的“朋友圈”。
忠、
周红霞、
沈雨祥、
王建坤等参加会议。
朱建军指出，市委市政府将把智库建
会上，50 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
设摆上重要位置，
坚持党管智库原则，
强化
者、企业家和海内外的海宁乡贤被聘为市
咨询意识，尊重研究成果，创造良好条件，
智库顾问团成员，其中，香港名力集团控
营造宽松氛围。各镇（街道）、部门单位要
股有限公司主席查懋声，国家工信部原材
全力支持智库顾问团开展工作，加强联系
料司副司长潘爱华，溢达集团董事长、香
沟通，
多听意见建议，
积极吸纳落实。建设
港太古股份有限公司及汇丰银行董事局
智库是一项创新举措，
大家要勇于突破、
敢
成员杨敏德为名誉团长；市十四届人大常
于创新，探索符合智库发展规律的体制机
委会主任徐辉为团长；市政协副主席邵小
制。顾问团各位委员要发扬“不待扬鞭自
文，浙江大学校长助理、浙江大学国际联
■记者 周锋

奋蹄”的精神，发挥各自优势，积极开展活
动，
大显身手、
大施所长、
大展才华，
立时代
之潮头，
唱发展之强音，
为海宁发展提供更
多的真知灼见、
良策佳方。
据介绍，智库顾问团是市委、市政府
的决策咨询机构，是市委、市政府领导全
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参谋，是听取专家意
见、吸纳民意的桥梁，是综合性、战略性和
政策性的决策咨询服务平台，下设战略发
展、经济发展、社会事业、城市建设四个专
业组。智库顾问团将在市委、市政府的领
导下，围绕全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
大 问 题 ，深 入 调 查 研 究 ，提 出 对 策 和 建
议。智库顾问团委员实行聘任制，选聘范
围为专家、学者、教授、具有相当研究咨询
能力的科研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支持海
宁发展的各级领导和经验丰富、思想活
跃、联系面广、身体健康、热心咨询工作的
同志、优秀企业家等。

聚力高质量 借“智”再登高
■钱江平
智者，善治者也。
昨日，我市智库顾问团成立大会暨第
一次全体会议召开，标志着海宁有了自己
的“思想库”
“智囊团”和“参谋部”。
从智库成员名单来看，他们之中，有
生于斯长于斯的乡贤，也有关心和支持海
宁发展的各界友人。其中既有商界精英，
也有法律专家，既有学界领袖，也有政界
智囊，可谓星光熠熠。
海宁聚力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一批拥
有宽阔视野、时代思维和专业能力的顾
问。他们善于借鉴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
经验，有能力开展前瞻性、启发性、储备性
研究，为高质量发展献计献策。
认识的高度，决定行动的力度。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加强中国特色
新型智库建设，这是党中央从完善决策咨
询制度、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提高国家软
实力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站在新时代、新起点，我市确立了勇
当“两个高水平”建设排头兵的奋斗目标。
当前，我市经济正处于加快实现新旧
动能转换的关键节点，正迎接县域经济向

都市区经济转型的重要机遇期，正走在营
看一眼”。海宁的新型智库建设，绝不能
造“品质生活”的追梦之路上，迫切需要智
囿于一地一域，
“关进小楼自成一统”，而
囊团为我们带来一场场睿智创新的“头脑
是跳出海宁研究海宁、面向全国研究海
风暴”。
宁、放眼全球研究海宁，把围绕中心、服务
多 年 的 皮 革 、经 编 、家 纺 等 传 统 产
大局的使命自觉贯穿到从宏观思考到微
业发展打下了海宁经济社会发展的深
观决策的全过程、从理论研判到具体对策
厚 基 础 ，同 时 ，近 年 来 ，新 能 源 、新 材 料
的全过程。
和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方兴
我们的智库不能“人云亦云”，而应
未艾。
“远看一步”。围绕一切为了海宁发展，实
但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并不是一件容
事求是地找短板、指不足，填补党委政府
易的事。如果仅凭经验办事、决策，就不
政策观察的盲点，主动“破题”而不被动等
可能寻求有效突破，唯有强化目标精度， 待“出题”，想决策者之所想，急决策者之
充分发挥智库作用，通过深入调查研究， 所急，谋决策者之所谋。
把问题找准、把解决问题的办法研究透，
我们的智库不能浅尝辄止，而应“深
才能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
看一层”。深入到基层一线和群众当中
与先进地区和周边兄弟县市比较来
去，关注品质生活，关注生态建设，关注基
看，我市还存在不少问题和短板，比如改
层社会治理，从经济社会发展的青萍之
革创新的力度还要加大，要素集聚能力有
末，敏察到发展的风起、风向和风潮，从改
待增强，群众对美好生活还有很多期盼， 革发展的实践洪流中，提炼好总结好发展
提升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还有很多工
的新理念、新经验和新规律。
作要做。
众人拾柴火焰高。决策咨询贵在集
有了新型智库，我们就能多关注国
思广益，海宁的发展需要从各种维度多建
际、国内宏观环境的变化，多研究先进地
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多谋创新之举，
区、兄弟县市好的做法，总结好我们的经
凝练海宁智慧。
验，找出存在的不足，为我市适应国内外
智库顾问团人才荟萃、智力密集，将
激烈的区域竞争提出好的咨询意见。
在整合资源，凝聚各领域、各学科、各层次
智者前瞻，智库谋远。我市的智库建
的智慧方面齐心协力，为提高我市科学、
设需要站位全局、谋划长远、规划超前，才
民主决策水平贡献力量，助推我市加快实
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深。
现高质量发展、勇当“两个高水平”建设排
我们不能关起门来建智库，而应“高
头兵的奋斗目标。

海宁市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
海政房征字（2018）第 3 号
依据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
补偿条例》
《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
与补偿条例》
《海宁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与补偿办法》
《海宁市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补偿及补助奖励办法》等相关规定，
经市政府研究决定，
对长安镇青年路拓宽
区块房屋征收项目规划红线范围内的房
屋实施征收。现作出征收决定如下：
一、征收目的：
加快长安镇城市有机更新，完善市
政公用设施。

二、征收项目名称：
长安镇青年路拓宽区块。
三、征收范围：
具 体 门 牌 为 青 年 路 59 号 、139 号 、
141 号（详见红线图）。
四、征收部门：
海宁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五、征收实施单位：
海宁市长安镇人民政府。
六、征收现场办公地点：
青年路 101 号（原文化活动中心内）。

七、征收范围内的房屋被依法征收
后，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
被征收人如对本房屋征收决定不服
的，可以在 60 日内向嘉兴市人民政府申
请行政复议，或在 6 个月内依法向人民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附件：
《长安镇青年路拓宽区块国有
土地上房屋模拟征收项目住宅补偿方
案》
海宁市人民政府
2018 年 4 月 13 日

全市村社党员骨干
进党校“补钙加油”
■记者 万姗

本报讯 昨天，2018 年度“党员全
员进党校·补钙加油大轮训”之全市村
（社区）党员骨干“弘扬红船精神、牢记
初心使命”专题轮训班第一期开班，
165 名基层党员骨干参加培训。开班
仪式前，全体党员一起重温了入党誓
词。
此次培训旨在贯彻落实全面从严
治党要求，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常态化制度化，推动“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的开展，主要围绕新党
章解读、基层党建工作实务等为重点
开展培训，教育引导党员骨干带头推
进移风易俗或基层治理，努力在广大
党员群众中发挥好示范带头作用。培
训主要采取专题讲座、现场观摩、经验
交流等方式进行。
此次轮训共分三期，每期 2 天，全
市 221 个村（社区）党组织下属的支部
书记、村（社区）全岗通干部、党员先锋
站负责人、党员“红管家”等都将参加。

部署
防汛防台抗旱工作
■记者 刘芳璐

本报讯 昨天上午，在收看省、嘉
兴市防汛工作视频会议后，我市紧接
着召开全市防汛工作会议，部署全市
防汛防台抗旱工作。
从 4 月 15 日开始，我市进入为期
半年的汛期，同时，防汛防台工作也正
式进入“实战期”。会议指出，今年我
市防汛形势依然严峻。根据气象预
测，今年属灾害中等偏重年，极端天气
气候事件较频繁，总雨量接近常年，但
暴雨过程和暴雨日数较常年偏多，将
有 2～3 个台风影响我市，其中 1～2 个
对我市影响较重；梅汛期降水接近常
年；高温日数较常年偏多，高温热浪灾
害影响程度比常年重，但比去年轻；短
时暴雨、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将频
发、重发。
防汛防台抗旱工作事关人民群众
的生命财产安全问题，容不得半点麻
痹。会议要求，要继续绷紧安全之弦，
提高认识；要强化责任担当，基层预报
预警体系再优化，充分发挥各镇（街
道）基层防汛防台体系作用；要凝聚防
汛合力，突出防汛责任，细化落实到
位，突出部门联动，主动有效配合；要
突出纪律底线，严格有力执行；要加强
防汛知识的宣传，提升全社会防汛防
台工作的参与度，增强市民防灾意识，
全力筑牢水利安全防线，为保障全市
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和“两个高水
平”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