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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生态环境局奉化分局特约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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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2019雪窦花朝（雅集）”在中国佛教五大名山雪窦山举行。来自全省各

地的百余位传统文化爱好者穿上汉服流连在雪窦山的佳山秀水间，感受这片得天

独厚山水的迷人春韵，品味弥勒圣地的佛光禅意，承袭中华传统文化的诗情画意。

本次活动设百花庆典、八雅花事、巡游古寺、雪窦密码、燃灯祈福等环节，当天

近千名游客参与、观赏了这一活动。图为花仙子在太虚寺内展示风采。

记者 王红雨 通讯员 卓建青

本报讯（记者 徐华良 通讯

员 俞佳莉）今天是世界水日。昨

天下午，宁波市水利局、宁波原水集

团有限公司和溪口镇人民政府联合

在沙堤村举行以“共饮一江水 同

筑一座城”为主题的 2019“世界水

日·中国水周”启动仪式。区委常

委、宁波溪口雪窦山名山建设党工

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周世君出

席启动仪式。

2019年“世界水日”的主题是

“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中国水

周”活动主题为“坚持节水优先，强

化水资源管理”。今年，宁波城区将

迎来新昌钦寸水库正式通水，有 12
户移民从钦寸水库库区搬迁到溪口

镇沙堤村安家落户，为钦寸水库顺

利建成作出了贡献。

为提高全民节水意识，增强水

资源管理能力，慰问移民群众，昨天

下午，宁波原水集团有限公司在沙

堤村向村民展出了以保护水资源为

主要内容的各种图版，让当地群众

认识到保护好水资源的重要性。宁

波原水集团有限公司党工委书记、

董事长王文成一行慰问了移民群

众。现场还进行了精彩的文艺演

出，博得群众阵阵掌声。

启动仪式上，15名优秀亲水志

愿者受到表扬，横山水库管理局亲

水志愿者董巧和亭下水库管理局亲

水志愿者汪洋榜上有名。

共饮一江水 同筑一座城

“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启动仪式在沙堤村举行

本报讯（记者 景小芳 通

讯员 王璐）昨天下午，由区金融

办主办的科创板上市业务培训会

在忆江南酒店举行。锋成纳米、

瑞凌新能源、星宇电子等近 30家
企业代表，以及区投促局、区人才

办等部门有关人员参加了这次培

训会。

本次培训会邀请了光大证券

投行产业客户部总经理孙蓓、国浩

律师（杭州）事务所有限合伙人施学

渊，分别作了题为“浅析科创板政策

规则与制度”“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

审核规则解读”的讲座，帮助企业加

深对资本市场尤其是科创板相关政

策的认识。随后，参会人员与主讲

嘉宾进行了热烈的互动交流和探

讨。

科创板上市业务培训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许犇）昨天上

午，区委书记高浩孟在检查 2019水
蜜桃文化节工作时强调，相关镇（街

道）和部门要以严之又严、细之又细

的作风，更扎实、更细致地做好全程

各项工作，高水平、高标准办好水蜜

桃文化节，确保活动圆满、精彩、成

功举行。邵方毅、马亚伟参加检查。

2019 桃花马拉松将于 3 月 24
日鸣枪开跑。高浩孟从溪口镇溪南

停车场出发，仔细检查了桃花马拉

松沿线各点位的筹备工作情况。就

沿途发现的问题，他要求相关镇（街

道）和部门立即落实整改，营造高标

准的沿线环境。在萧王庙街道林家

村和滕头村，高浩孟检查了桃源赶

集情况，并与设摊的村民亲切交

谈。他指出，要借景造势、借景聚

人，不断提升“在那桃花盛开的地

方”知名度和美誉度。

高浩孟在检查中指出，相关镇

（街道）和部门要进一步形成工作合

力，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倒排

时间、明确责任，抓紧排查薄弱环

节，加快整治沿线环境，在完善细

节、提升管理、做好服务、营造环境

上下足功夫，更好地展示奉化城市

的整体形象和品质。

高浩孟强调，桃花马拉松即将

开跑，越到最后时刻，越是不能有丝

毫松懈。组委会各组、各部门之间

要站在全局高度，强化责任、保持状

态，主动对接、相互配合，统筹做好

最后阶段各项工作，以钉钉子精神

狠抓落实推进，从需求和细节入手，

主动查找问题、解决问题，不断提高

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要紧盯关键

环节，切实把安全工作放在首位，进

一步完善各项工作方案，做到既定

方案准备充分，应急方案扎实有效，

确保赛前赛中赛后各项工作井然有

序。要强化标准，更加注重环境的

营造，让参赛者和游客在奉化形成

愉快体验、留下美好记忆，努力把桃

花马拉松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

成效，充分展示宁波最美城区的独

特韵味，打响奉化城市品牌。

高浩孟在检查2019水蜜桃文化节工作时强调

更扎实更细致做好全程各项工作
高水平高标准办好水蜜桃文化节

本报讯（记者 景小芳）昨天

上午，区人大常委会组织代表开

展“三年大变样”项目视察活动，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涛，副主任

何剑波、陈鹏忠、葛素梅、王汉存

参加视察活动。区委常委、常务

副区长魏建根陪同视察。

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及部

分人大代表先后实地视察了葛岙

水库建设工程（安置房项目）、复

旦科技园浙江创新中心项目、东

郡尚都北侧 2号地块（邻里中心

项目），随后召开座谈会，集中听

取“三年大变样”项目进展情况汇

报。据统计，截至今年 2月底，77
项“三年大变样”项目累计完成投

资16.9亿元，项目总体进展顺利。

就加快推进“三年大变样”项

目，周涛指出，要凝聚共识，形成推

进“三年大变样”的强大合力；要攻

坚克难，努力交出“三年大变样”的

亮丽答卷；要精准履职，发挥人大在

“三年大变样”项目推进中的积极作

用。

魏建根表示，下阶段区政府将

紧紧围绕区委决定的工作目标，认

真研究落实代表审议意见，全力以

赴抓进度，全力以赴抓保障，真抓实

干抓推进。

会上，与会代表围绕葛岙水库

移民小区内外交通组织、安置房数

量、移民子女教育，科创中心作用和

效益发挥，邻里中心业态布局、交通

管理等问题提出了意见建议。

区人大常委会开展“三年
大变样”项目视察活动

本报讯（记者 斯玲娅）记者

于近日获悉，经区政协主席会议

审定，并与区政府协商后，确定了

2019年度 6件重点提案。每件提

案分别由区党政分管领导领办，

区政协主席会议或分管副主席督

办。现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

督。

据悉，今年区政协 6件重点

提案分别是：区工商联等提出的

《关于改善营商环境，促进中小微

企业健康发展的建议》（4 件合

并），主办单位为区经信局；民盟

奉化支部等提出的《关于加强草

坪、花木等种植业管理，切实保护

耕地的建议》（2件合并），主办单位

为区农业农村局；吴玲珊委员等提

出的《关于着力解决污水零直排问

题，努力改善老小区居住环境的建

议》（2件合并），主办单位为区五水

共治办；财贸旅游经济工委等提出

的《关于加快民宿民居改造 助推

全域旅游发展的建议》（3件合并），

主办单位为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

局；王庆阳委员等提出的《关于提升

我区公民文明素质的建议》（2件合

并），主办单位为区委宣传部；区民

革提出的《关于深化干部作风大整

治，着力打通中梗阻的建议》，主办

单位为区委作风办。

2019年度区政协
6件重点提案确定

本报讯（记者 景小芳 通

讯员 邬宏斌 裘路遥）日前，奉

化农商银行成立“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领导小组，通过制定工作方

案、积极部署、广泛动员，并结合

内部职工教育培训，切实提高全

体员工对该项工作的重视程度。

为贯彻落实人民银行、银监

等国家监管部门及公安等行政部

门关于做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的有关指示，及时发现并报告、移

交“涉黑涉恶”线索，共同打击黑

恶势力犯罪，奉化农商银行积极部

署开展“扫黑除恶”宣传工作。该行

充分发挥点多面广的优势，在各网

点利用电子屏、自助机具等载体，通

过展板、分发宣传资料等形式开展

日常宣传；通过微信公众号网络平

台，围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举

措和成果”等宣传重点推送宣教信

息。此外，借助该行开展的“整村授

信”宣传教育活动，组织业务骨干走

进村庄进行宣传。

奉化农商银行助力“扫黑除恶”

本报讯（记者 许犇 通讯

员 裴庚益）昨天下午，浙拖（宁波）

奔野拖拉机制造有限公司与浙江理

工大学签署共建产学研创新平台框

架协议，双方未来将探索学校与企

业协同发展的新型合作模式，促进

浙江理工大学科技成果转化、产业

化和浙拖奔野技术水平、研发能力

的提升。

根据协议，双方将以平台为载

体，开展相关科研合作。浙江理工

大学将为浙拖奔野提高自主创新能

力提供技术支持，促进传统产业改

造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并根据浙

拖奔野提出的技术难题，积极组织

力量进行研究开发、成果转化和技

术攻关，支持企业技术创新，同时协

助浙拖奔野解决日常生产中的工

艺、装备、产品质量等技术问题。

浙拖奔野将接收浙江理工大学

教师到企业生产实践，为企业的科

学研究提供良好的大生产试验条

件，合作完成科研任务，并充分利用

企业生产条件为浙江理工大学提供

校外实训基地，为该校学生的教学

实践活动提供方便，同时优先接纳

该校毕业生实习就业。

昨天，新华社、人民网、中国经

济时报、浙江日报、钱江晚报、宁波

日报、宁波晚报等媒体现场采访签

约事宜。

浙拖奔野牵手浙江理工大学共建产学研创新平台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3
月 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

离开北京，应意大利共和国总统

马塔雷拉、摩纳哥公国元首阿尔

贝二世亲王、法兰西共和国总统

马克龙邀请，对上述三国进行国

事访问。

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

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

厅主任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

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

毅，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等。

习近平离京对意大利、摩纳哥、法国进行国事访问

2019雪窦花朝（雅集）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