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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晴到多云；偏北风3-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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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徐华良
通讯员 沈绿草
本报讯 昨天，台风“泰利”拐

东北方向后，余威仍在，全区中到大

雨，下午2时起城区降雨较大。

昨天上午，区气象台继续发布

台风“泰利”黄色预警信号，沿海风

力较大。受“泰利”影响，昨天我区

西北地区降雨相对较大，东部地区

降雨则较小。沿海地区风力达 7至
8级，内陆风力 6至 7级。从前天 8
时到昨天晚上 8 时，全区面雨量

53.2亳米，最大为商量岗景区，降雨

量达 104.9毫米，紧随其后为溪口

界岭，降雨量为77.1毫米。

据区气象台台长王武军分析，台

风“泰利”转向东北方向时速度非常

缓慢，与我区擦肩而过，渐行渐远，影

响减弱，有惊无险。今天，受“泰利”

外围影响，沿海地区风力仍达7至8
级，局部有阵雨，明天天气晴好。

记者昨天从区“三防”办了解

到，台风“泰利”对我区影响较小，对

沿海地区和山塘水库蓄水极为有

利，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个别地区

出现的旱情。

“泰利”渐行渐远有惊无险

见习记者 柳家欢
通讯员 吴晓琳
本报讯 连日来，岳林街道组

织全体机关人员、村社干部、城管中

队队员分 19个督查组走村入乡，围

绕文明城市测评点开展干、查、督集

中大行动，对主次干道、背街小巷、

农村社区“一路一村一居”进行了地

毯式大检查、大整改，还特邀党代

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与商会会员

企业参与到大行动中。

督查组对检查出来的问题“当

场登记，当即落实”，做到立查立

清。反馈会上，各小组分别梳理了

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方案，各部门

进行了沟通协调与任务认领。针对

检查中发现的乱停车管理难、公益广

告缺失、大量建筑垃圾无倾倒场地等

问题积极落实整改；农贸市场存在的

非机动车进入市场、外围堆物等现

象，已安排人员加强巡查管理。

下步，督查组将继续巡查问题

点，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增加公益广告

投放，全力做好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岳林街道积极响应文明城市创建

19个督查组全面排查文明“死角”

记者 蒋凯
本报讯 昨天上午，全区改革

满意度评估工作迎评动员部署会召

开，区委副书记陈红伟出席会议并

讲话。

今年改革满意度评估工作从 6
月开始至 12月，评估内容包括“最

多跑一次”、企业减负、“五水共治”

等 8个改革项目，评估方式有电话

调查、网络问卷、舆情评估等。

陈红伟指出，要根据省委、市委

的要求部署迎评工作，落实责任任

务，切实提高群众对改革的知晓度、

参与度、支持度，汇聚起全社会支持

改革的正能量，力争在全省改革满

意度评估中取得好成绩。

陈红伟强调，思想认识要深化，

各地各部门一定要坚持问效、问计、

问责“三问”联动，全面提高思想认

识，合力把这次开门式改革评估动

员好、回答好、落实好。工作措施要

完善，针对多维度全方位评估，要做

深宣传；针对多频次全过程评估，要

动态跟进；针对多平台大数据评估，

要多方联动。责任落实要强化，落

实主体、宣传、舆情责任，切实将工

作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抓实抓细抓

到位。要各方协作、积极有为，以评

促改、以改促进，倒逼改革落地，让

改革有温度见成效，让企业得好处，

群众得实惠。

各镇（街道）党委（党工委）分管

副书记、宣传委员，区直属有关单位

分管负责人参加会议。

全区改革满意度评估工作
迎评动员部署会召开

记者 陈培芳
名片：尚田镇鹊岙村党支部

书记

小传：王额娟，1966 年出生

于鹊岙村，嫁与同村人，因一直热

心村里的事业，2002 年被推举为

奉化市人大代表，2005 年至今担

任村党支部书记，已连任五届。

驱车从 214省道拐进鹊岙村

牌楼，一路前行，穿村马路干净整

洁，沿路住房整齐划一，休闲公园

绿意盎然，向人们展示着美丽乡

村的新风貌。鹊岙村，这个美丽

村庄的带头人就是王额娟。

拳拳爱乡情
“征地赔偿是按村里规定来

的，谁都不能多一分一厘，但是考

虑到你家确实困难，我们村干部

几个商量过了，个人出钱给你补

贴一点，也算是我们的一份心

意。”记者见到王额娟时，她正在

村委会会议室调解一起修建机耕

路征地补偿问题。眼前的她，中等

匀称身材，双眸明亮有神，说话办事

风风火火，给人以睿智干练的感觉。

王额娟是土生土长的鹊岙女

儿，也因此，她对这块土地爱得很

深。因丈夫经商，王额娟家里条件

不错，完全可以享享福，但她一直惦

记着父老乡亲的事情。看到村里硬

件设施不完善，她先后出资 50余万

元，为村里修路，修建婚丧喜事的场

地等，她说：“在自己能力范围内为

村里做点事情，我和丈夫都是非常

乐意的。”

乡村书记路
王额娟的一桩桩善举感动着朴

实的村民，2002年，她被推举为奉

化市人大代表，2005年高票当选村

支书，连任五届，一当就是 13年。

“刚被选上的时候，我内心也是非常

矛盾的，当不当，怎么当，如何当

好？一个个问题压在我心里。”王额

娟说，她也想过拒绝，但看着村里薄

弱的经济和乡亲们殷切的眼神，她

决定挑起重任。

上任之初，村里环境脏乱差、公

益事业设施滞后，集体经济薄弱，还

负债 8 万余元。面对这么一个摊

子，王额娟首先从环境综合整治抓

起，积极向上级争取资金，同时村里

出资一部分自己出资一部分，先后

投入 230多万元，拆除了村内所有

简易公厕并建造了 7座卫生公厕、

修建了长 2.5公里宽 4米的水泥路、

停车场和3座小公园。

村里有不少老房子无人居住，

年久失修，成为危房，影响村容村

貌。从 2012年开始，村里实行退宅

还耕，至今已整理土地 15亩，涉及

村民 50多户。为了做好退宅还耕，

王额娟和村两委会成员挨家挨户解

释沟通。“老房子大多是祖宅，不理

解不配合也是情有可原。”遇到个别

不配合的，王额娟多次上门，从早忙

到深夜是常有的事。

美丽家园梦
“别看我们书记是女的，但是她

干成了男同志没有干成的事情。”

采访中，记者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

话。王额娟把鹊岙村通往鸣雁村的

水泥路进行硬化，两边种起了花木，

安装了路灯。她还四处奔波争取了

120万元资金，修建了焕然一新的

村办公大楼。鹊岙村原来经济并不

好，她利用自己的人脉，招进多家企

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上班，提高

了经济收入。

今年七八月份，村口的向日葵

花海着实让村子火了一把。王额娟

告诉记者，花田原是村子边上的荒

地，年初村里投入资金组织人员对

其平整，并试种上向日葵，供游客观

赏，拉动乡村旅游经济。“向日葵花

海打响了我们村的名号，已经有好

几家公司来洽谈旅游开发事宜，希

望有越来越多的城里人来这里玩。”

如今村内小学旧址已经开始重

新整修，将用于接待游客，山塘水库

将改造成休闲钓鱼台，果蔬种植采

摘项目也在计划中。

“我是鹊岙的女儿，想把自己的

家建设得好一点，美一点。让老百

姓增加收入，安居乐业！”临别时，王

额娟表达了自己的美好愿望。

鹊岙女儿王额娟

记者 蒋凯
通讯员 周薇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区规

划分局了解到，经过一年半多的

实践探索，通过搭建“多规融合”

数据信息平台，从总规层面融合

规划、国土、环保等部门的规划，

初步实现多规融合“一张蓝图”，

全面提升政府治理体系效能。

多年来，规划、国土、环保等

部门规划名目类型繁多，标准规

范各异，“打架”现象时有发生，城

乡规划用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用地差异图斑达 3万余个，共计

约 105平方公里。为破解这一难

题，我区按照宁波市制定的技术

标准，实行“多规融合”。“多规融

合”不是将各种规划简单合并，而

是以“空间数据”为核心，根据“多

规融合”用地分类对接指南，保障

规划期限、地理坐标、数据标准、用

地分类等统一，实现城乡用地分类

与土地规划地分类相衔接。如，同

一块土地，原先在城市建设用地分

类中为“居住用地”，而在土地规划

分类中则为“城镇用地”，这两种用

地性质属于两套完全不同的分类体

系，彼此间没有关联。现通过用地

分类对接，明确“城镇用地”可细分

为九大类建设用地，其中一类就是

“居住用地”，则两者可以融合，所在

用地什么类型一目了然。“多规融

合”技术处理后，奉化中心城区两规

（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融合度已达到92%，外围镇及重

点区块已达到91%。

“一张蓝图”规划范围包含我区

行政辖区下的 11个镇（街道），行政

辖区面积 1336平方公里，其中陆域

面积约 1270平方公里。“多规融合”

按照国家有关精神，优先划定生态

保护红线和基本农田控制线，推进

基本生态网络和全域生态框架建

设，切实保障生态安全和粮食安

全。同时，按照促进生产空间集约

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

山清水秀的总体要求，突出城市重

点建设地区土地集约节约利用，优

化城镇建设、产业集聚、村落分布等

空间布局，有序引导城市发展。另

外，结合全区发展实际情况，加强规

划、国土、环保、发改、林业、海洋、经

济和信息化等各部门的有效衔接，

强化各行业部门规划的统筹协调，

实现与“多规融合”成果的动态对

接，构建全市统一的空间信息平台，

强化各部门的数据共享、交换和更

新，确保“多规融合”规划有序实施。

区规划分局行政审批科科长王

优丹告诉记者，“多规融合”还有利

于简化相关审批程序，有利于解决

城市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

持续的问题，对于奉化的经济社会

和城乡建设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对于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

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我区加快构建统一空间规划体系

初步实现多规融合“一张蓝图”

记者 王红雨
本报讯 金海路景观提升工

程是我区打造“四季花香”风景线

的重要节点工程，起于金海路与

东环线交叉口，止于金海路与滨

海新区规划路交叉口，绿化实施

总里程约 13 公里（不含金海隧

道），绿化种植面积约 240亩，项

目总投资 4914万元，分两个标段

实施，目前工程正全速推进。

一标段范围为东环线至隧道

北端，绿化里程约 4.8公里，采取

“都市绿化景观”设计理念，突出

城市绿化的品质，营造色彩丰富、

层次感强的景观，在金海路与东

环线交叉口设置起点公园，新增

荷花池观景平台，实施范围为道

路两侧各 10-12米范围景观绿化

及局部中分带绿化提升。自 4月
初进场以来，已完成造型土回填

4.5万立方米，种植土回填 2.1万
立方米，乔木种植 1354棵，色块

地被种植 4230平方米，铺设草坪

10090 平方米，排水设施 3700
米。起点公园包括艺术字体设计

安装接电已全部完工，荷花池观

景平台包括停车场施工廊架安装也

已全部完工。

二标段起于隧道南段终于滨海

新区规划路，绿化里程约 8.2公里，

其中绿化节点 9个，并对沿线外墙

立面进行墙绘布置，采取“郊野特色

景观”设计理念，充分利用现状地形

和植被，突出乡野的质朴与生态，通

过原有的景观自然过渡。自 5月进

场以来，已完成全线6.8公里侧石安

装，种植土回填 1.9万立方米，种植

乔木 1200多棵，建挡墙 4600米，并

完成 70%草花籽播种，沿线墙绘也

已开展。

图为金海路上的风景带

金海路景观提升工程全速推进

“四季花香”风景线已具雏形

许犇
近日听闻，在我区一所学校的

迁建过程中，个别人闻风而动，在待

征迁地块抢种花木。

近年来，抢种、抢栽和抢建现象

在各地征迁过程中屡见不鲜，既增

加了征地补偿财政支出和建设项目

投资负担，也阻碍了征地拆迁工作

顺利实施，侵害了国家利益和人民

群众合法权益，并在造成社会资源

浪费的同时，助长投机得利的不良

风气，损害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此

风不可长。笔者以为，对于这种行

为，不仅全社会要谴责，相关部门更

要严厉打击。

随着我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

展，征地拆迁随之增多。大多数市

民对征地拆迁抱着理解和支持的态

度。如 2015 年浙江医药高专落户

奉化后，时间紧、任务重，但征地区

块的村民，没有一户当钉子户，政府

在第一时间完成了征地任务，保证

了工程的顺利实施，奉化第一所大

学在该地块迅速拔地而起。还有，

今年桃文化节前，新建村需建设一

条马拉松跑道，为了赶进度，村民们

在征地政策尚未明确的情况下，主

动推倒围墙，为跑道的建设赢得了

时间……

但令人遗憾的是，仍有个别人

将抢种当成一条生财捷径。对此，

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被征地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和农户，在拟征土地上

抢栽、抢种、抢建地上附着物和青苗

的，一律不予补偿。在我区，因抢

栽、抢种、抢建骗取补偿款，最后反

而血本无归的例子并不少见。

那些期望通过抢种得利的人，

应该清醒了，政府不会与违法行为

妥协，每一个奉化人也都会对这种

行为嗤之以鼻。抢种的结果，只会

让你“竹篮打水一场空”。

与此同时，在征地拆迁过程中，

对抢种现象的监管，一定要靠前、及

时，彻底打消个别人的“小算盘”，并

加大打击力度，让抢种者得不偿失，

以保证项目的顺利推进。

抢种只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