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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多云到阴，午后转阴
有小雨，明天阴有时有小
雨。 气温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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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全）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从乐清市
民政局养老服务科了解到，新年起全
市新增百岁老人37名。这是我市实
施高龄老人补贴后，百岁老人增加最
多的一次。

这次新增的百岁老人分布广泛，
他们既来自柳市 （5 位）、虹桥 （5
位）、北白象 （4 位） 这样的强镇大
镇，也来自智仁、芙蓉这样的山老
区，全市25个乡镇（街道）中，有
16个新增百岁老人。

一般而言，百岁寿星女多男少，
乐清以往统计的百岁老人名单印证这
一点，女寿星约占三分之二，男寿星
只占三分之一。但这次新晋的37名
百岁老人，女为22位，男为15位，
看起来不那么悬殊。

民政局养老服务科负责人介绍
说，乐清现在对高龄老人实施季度动
态监测，对90岁到100岁的老人每月
发放70元高龄津贴，100岁及以上老
人每月发放长寿保健金500元。乡镇
（街道）每季度进行监测并上报，数

字比较准确。但这两项津贴均由老人
或家属自行申请，因此可能会有小部
分老人不在这两项名单中，也就是说
实际的百岁老人数量很可能超过民政
部门掌握的情况。

在人们的印象中，百岁老人多来
自于山清水秀空气好、体力劳动较多
的地方，但近年的新增百岁老人群体
表明，在平原人口稠密地带，由于经
济发达，生活水平高，医疗保健条件
好，同样源源不断涌现百岁老人。

乐清全市现有百岁老人95位。

本报讯（通讯员 秦建琼）据公
安统计年报显示，2019年末乐清市户
籍总人口为131.49万人，比上年末增
加0.60万人；总户数为38.83万户，
比上年末增加0.54万户。

从年龄结构上看，60岁及以上
人口为23.82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
为18.1%，比上年末提高0.3个百分
点，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老龄化
程度不断提高。从性别结构上看，

男性为68.59万人，女性为62.91万
人，性别比为109:100，基本保持稳
定。

从出生情况来看，近年来，随着
二胎政策的实施，2016年出生人口为
22386人达到顶峰，随后两年逐渐下
降，2017、2018和2019年出生人口
分别为16409人、15721人和15771
人，已经回复到政策实施前2015年
（出生人口15736人）的水平。从死亡

人口来看，2019 年死亡人口 6740
人，死亡人口较上年减少了64人，
死亡率为 5.14‰，较上年下降了
0.07‰。从人口迁移来看，2019年迁
入人口3154人，其中省内迁入1029
人，省外迁入 2125 人；迁出人口
5853人，其中迁往省内3398人，迁
往省外 2455 人；净迁出人口 2699
人，较上年减少了184人，人口外迁
现象略有缓解，但仍然明显。

本报讯（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蔡甜甜） 昨日下午，和煦的阳光洒
在落地窗前，来自安徽的新居民李占
峰坐在桌前，指着绘本上的文字，逐
字逐句给六岁的小儿子读故事。这温
馨的一幕，发生在城南街道文化中
心。日前，城南街道首个新居民阅览
室正式开放，为辖区新居民的文化休
闲活动提供了一个新去处。

城南街道新居民服务管理所工作
人员介绍，街道共有新居民近4万
人。在日常工作中，他们发现不少新
居民下班后，缺乏文化休闲活动。去
年11月底，他们在文化中心内开设
了新居民阅览室，新居民可凭浙江省

居住证（即IC卡）或者电子居住证
免费办理读书证，在这里看书、查阅
资料，其子女可在父母陪同下免费进
入阅览室阅读。

记者看到，这个不大的阅览室被
分隔成多个区域，近3万册书籍整齐
摆放，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有的坐在
窗前，一边晒太阳一边看书，有的三五
个人围成一圈，共读一本书（如图）。

“以前看书要跑大老远去书店，
如今在家附近就能借书、看书，真是
太方便了！”李占峰赞道。阅览室管
理员还主动制作了服务联系卡，方便
他们及时联系，贴心的举动让大家倍
感温暖。

本报讯（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青）昨日，
乐清市委副书记吴松海率队对2名“乐清好人”代
表进行了慰问。

上午，吴松海一行来到位于乐成街道社会矛盾
纠纷调处化解中心的“老周工作室”。工作室负责人
周庆城正在办公室内忙着处理事务，吴松海详细询
问了工作室的日常运行情况。据悉，“老周工作室”自
成立起来，无偿为群众调解各类纠纷，在乐清流传着
一句话“有麻烦找老周”，周庆城以自己的实际行动
赢得了百姓的信赖，于2018年被评为“温州好人”。

随后，一行人慰问了现任白石街道司法所调解
员李平湖。多年来，他坚守在司法调解的岗位上，
兢兢业业，化解了多起纠纷。他热心助人，在工作
途中救助落井儿童，获救儿童的家长送上感恩牌
匾。曾荣获2018年“温州好人”、司法行政系统安
保工作先进个人和“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吴松海向他们送上了祝福，对他们的先进事迹
表示肯定，鼓励他们继续为乐清的发展贡献力量。
他指出，矛盾的调解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各镇街要充分引导群众通过调解的方
式来化解矛盾，将矛盾问题在初始阶段就予以消
解，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近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范晓东率队对林
元昆、顾海丹等“乐清好人”进行了慰问。

十多天后，2020年春节将
至，这几天乐清的大街小巷年味
渐渐浓起来了。街道、公园及各
种公共场所，披红挂彩一派喜
气，各种节日喜庆装饰用品也在
热闹售卖中。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言勇 摄

本报讯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孔丽琴）近日，从浙江西兰花新品种
大会上传来好消息，由乐清企业培育
的西兰花种子荣获“国家西兰花良种
重大科研联合攻关2019年度优秀品
种”称号。

西兰花又名青花菜，因其含有丰
富的萝卜硫苷而备受关注，是全球重
要的健康蔬菜之一，近十年来产业发
展迅速。由于气候等原因，浙江是全
国秋冬西兰花的主产区，种植面积达
20余万亩，产值近10亿元。

然而，由于西兰花种子长期被国

外种业公司垄断，浙江乃至中国屡屡
遭遇“种贵伤农”的尴尬——芝麻大
的进口西兰花种子价格一度被炒到了
一粒0.2元。即便如此，菜农们常常
还买不到种子，成为我国西兰花产业
面临的瓶颈。

2018年，农业农村部成立国家西
兰花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组，由浙
江省农业农村厅组织，浙江省农业科
学院为首席专家单位，联合国内主要
西兰花科研单位和种业企业共20多家
开展联合攻关。整合了国内外育种资
源和技术优势，一批批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优质品种崭露头角。
来自乐清市清江镇的温州肇丰种

苗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去年，该
企业研发培育的“国王三号”种子，
曾荣获“国家西兰花良种重大科研联
合攻关优秀品种”称号。这次获奖的

“国王11”，因生长迅速、适应性广、
容易栽培、耐储运等优势，从众多品
种中脱颖而出，成为本轮评选中少数
非科研机构研发成品。

“‘国王11’是我们耗费10年
辛苦研发、改良的品种。目前，在台
州种植面积已达1.5万亩，占台州西

兰花总种植面积的15%。”肇丰种苗
有限公司负责人干方义告诉乐清日报
全媒体记者，该品种秋季定植后100
天左右上市，春播和高山定植后为70
天到90天上市，单球重约500-1300
克。经过近20年的潜心研发，目前该
企业培育出6大系列西兰花品种，其
中18个西兰花品种已申请知识产权保
护，这些高品质的西兰花种子已在全
国播撒种植达8万余亩。

“接下来，我们将研发攻克耐高温
种子品种，让国产种子更有话语权。”
干方义说。

全市户籍总人口达131.49万

总人口131.49万人
比上年末增加0.60万人

2019年末乐清市户籍人口

总户数38.83万户
比上年末增加0.54万户

●从年龄结构上看

60岁及以上人口23.82万人，占
总人口的比重为 18.1%，比上年
末提高0.3个百分点，占比持续
提高。

●从性别结构上看

男性68.59万人，女性62.91万
人，性别比为 109:100，基本保
持稳定。

●从出生情况来看

2019年出生人口 15771人，较
上年增加50人，已回复到二胎政
策实施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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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产西兰花种子摘得国家级大奖

首个新居民阅览室开放了

迎春味浓
喜品热卖 “好人”模范受慰问

中共柳市镇十五届
五次会议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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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清新增百岁老人37位

本报讯（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孟涛） 日
前，市人大常委会及机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总结大会召开，温州市委第一巡回指导组
副组长郑黎明，乐清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
胡成剑，副主任朱赛月、方青、程天青、余协献、
王友闻、廖凯峰出席。

去年9月份以来，市人大常委会及机关严格按
照市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部署要
求，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统筹推进、多措并举，
紧扣主题主线，严格落实“十二字”总要求，围绕

“五句话”目标，坚持把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
视问题、整改落实贯穿始终，在做好“规定动作”
的同时，努力彰显主题教育“人大特色”。

胡成剑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
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以及关于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学
深悟透、融会贯通，学以致用、学以促用，树牢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
维护”。要再接再厉、久久为攻，以主题教育为新
的起点，不断深化自我革命，在抓好创新理论武
装、成果转化运用、问题整改落实、长效机制建设
等方面持续发力，切实巩固和拓展主题教育成果。
要乘势而上、奋发有为，认真做好当前人大各项工
作。要精心组织好春节前后的相关活动，高标准、
高质量、高效率地做好人代会各项筹备工作。要全
面贯彻落实省委、温州市委、乐清市委人大工作会
议精神，推动新时代乐清人大工作高质量高水平发
展；要认真制定好新一年常委会工作任务安排，把
主题教育成果有效运用到年度监督工作计划的编制
中。

胡成剑强调，集中性的主题教育有终点，但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没有终点。要秉承“收官
而不收兵,初心乃是恒心”的理念，依法履职、担
当作为，只争朝夕，不负韶华，为高水平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奋力谱写乐清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作出人
大应有的贡献。

收官不收兵
初心乃恒心
市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召开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总结大会

乐清少儿春晚精彩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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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言勇 摄

一场爱心助力
飞到田间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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