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毛超峥
“文明创建是场‘持久战’，需要

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共建‘我们的

家园’中来。”溪口镇茗山社区党委

书记王正武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茗山社区位于溪口镇西端，紧

邻五林村和上白村。在共建“我们

的家园”中，该社区负责 5个卫生责

任区共 2000 多户居民的卫生整

治。6月初，该社区针对乱堆物、乱

种植等突出问题，开展不文明行为

整治，成效显著。

王正武告诉记者，社区人口组

成较为复杂，包括本地居民、外来人

员和山村迁移户，一些居民的生活

陋习短时间难以改变，房前屋后乱

堆物、乱种植等情况较为普遍。为

此，王正武带领社区工作人员通过

发宣传单、上门宣导等方式营造文

明创建氛围，并组织社区巾帼志愿

服务队、党员志愿者、居民小组长等

力量共同参与不文明行为整治。对

于不文明行为，他们先是劝导居民

主动整改，如居民拒不整改，则由相

关职能部门介入处理。

王正武表示，社区居民的参与

度越来越高，如社区老年协会会长，

主动要求老年协会作为补充力量参

与其中，经综合考量，由老年协会成

员负责社区内无物业小区的垃圾分

类桶边督导。

凝聚多方力量 创建美好家园
——访茗山社区党委书记王正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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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我们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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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3~4级，

25℃~29℃。

明天阵雨转阴，偏北风2~3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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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景小芳 通讯

员 宋 益 女）近 日 ，“ 甬 上 乐

业”—2020宁波就业创业服务交流

大会举行，我区的宁波亚德客自动

化工业有限公司和宁波利安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荣获宁波市吸纳就业先

进单位。

该活动由宁波市人民政府主

办、市人力社保局承办，是今年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宁波首场就业领

域的大型综合活动，发布了 2019年
度来甬大学生就业报告和“十个一

批”稳就业政策，播放了各区县（市）

长稳就业带岗情况，还公布了十佳

就业创业导师、年度大学生创业新

秀名单和吸纳就业先进单位名单。

此次入选先进单位名单的奉企

中，亚德客作为防疫物资设备配套

生产企业，于 2月 6日复工复产，并

承诺不减工资不减员，一边包车从

江西、安徽、湖南等地接回老员工，

一边积极招聘新员工，员工总人数

从年初的2900人增至3600人。

利安科技复工复产以来，不仅

通过包车接返 198名老员工，还推

出老员工返厂带新员工奖励政策，

共招聘新员工 352名。与此同时，

该公司通过校园招聘、网络招聘、现

场招聘等渠道积极吸纳高校毕业生

就业，并推出针对性工作岗位，优先

吸纳对口扶贫地区建档立卡贫困劳

动力。

“甬上乐业”—宁波就业创业服务交流大会举行

两家奉企获宁波市
吸纳就业先进单位

蜜桃蜜桃 飘香季飘香季

蜜桃赠英雄
7月5日上午，10余名奉化援

鄂（甬）医疗队成员来到尚田街道

雨施山庄富硒英雄桃园，在桃树

认领名牌上签下名字。

当天，该山庄提供的 43棵水

蜜桃桃树，被奉化援鄂（甬）医疗

队成员及 8个公立医疗卫生单位

认领。这些桃树今年所结的水蜜

桃将无偿送给认领者。

记者 毛超峥
通讯员 汪辰卉

本报讯（记者 袁伟鑫）近

日，在区征收办的科学规范指导

和征迁人员的努力下，中信宁波

创新工业综合体项目一期征迁地

块上的32家企业如期完成老旧厂

房拆除，2家企业进入司法程序。

据悉，该项目是我区旧工业

园区改造攻坚战的重点项目之

一，占地 1230亩，征迁范围涉及

江口民营科技园区、滕头工业园

区和锦屏（四明路）区块，包括 99
家企业和前胡村树桥头自然村。

去年年底，该项目一期启动拔钉

清零和搬迁企业厂房腾空。

“对于征迁企业的安置，最初

只有货币补偿一种形式，在征求

企业主意见建议后，区征收办创

新推出了调产安置补偿方式。”政

策把关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安排

了 37亩土地 11幢厂房用于调产

安置，已于去年 12月动工，目前

工程进度较计划有所提前。除了

调产安置补偿，工作人员还主动

为征迁企业寻找合适的厂房，并

帮助其联系相关产业园区，确保企

业顺利入驻。此举赢得了众多征迁

企业的支持与配合，一期征迁工作

如期完成。

据了解，该项目二期的前期准

备工作也已就绪，46家企业征迁征

询意愿率达到100%，签约工作将于

8月启动。

中信宁波创新工业综合体项目一期征迁完成
二期签约将于8月启动

本报讯（记者 许犇）昨天

上午，区委书记高浩孟来到岳林

街道、锦屏街道等地检查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高浩孟强调，各地

各部门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常

态化，努力提升工作水平，加快补

齐短板，发动更多力量共建“我们

的家园”。陈红伟、邵方毅参加。

高浩孟一行首先来到金钟小

区检查环境卫生整治情况。该小

区已列入 2020年老旧小区改造

计划，主要包括基础设施提升、环

境品质提升、智安智慧建设等，计

划本月下旬动工。在小区里，高

浩孟边走边看，并提出整改意

见。“草皮比较难养，可以减少大面

积草皮，有些地块可以选择适合树

下种植的喜阴草皮，有些地块则可

以合理改造利用。”高浩孟建议该小

区将一些泥土裸露地块改造成非机

动车停车位或休闲小品，以满足居

民需求。针对小区地下车库长期闲

置的问题，高浩孟指出，相关部门要

好好研究，或降价出售，或以租赁形

式开放，缓解小区停车难。

广南商城经去年改造后，建筑

外立面、屋面、门窗、楼道、道路、停

车位等面貌一新。高浩孟肯定了改

造成果，并指出，虽然是开放式老旧

小区且商铺众多，但同样可以考虑

引进物业，强化商城的日常管理和

秩序维护，关键要建立长效机制，巩

固改造成果。临走前，高浩孟发现

临街一店主正准备将污水倒在店铺

门前，立即上前劝阻，并教育该店主

要自觉做好“门前三包”。

随后，高浩孟一行来到麻厂路一

带检查。经过前段时间的整治，该路

段“脏乱差”现象已有很大改观，但整

治标准仍旧不高。针对道路两侧农

田不够美观的问题，高浩孟指出，美

丽田园建设一直没有明显成效，相关

部门要积极作为，不仅要点上增光，

更要面上出彩，重点整治好道路两侧

可视范围内的农田。行走至奉化区

煤气有限公司门前，面对道路中央摆

放的垃圾桶，高浩孟提出批评，要求

立即寻找合适点位安放。在检查煤

气公司安全生产工作后，高浩孟指

出，煤气公司是安全生产重点单位，

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弦，切实把安

全责任落实到人、措施落实到位。

最后，高浩孟一行来到瑞丰村

检查环境卫生情况。在检查中，高

浩孟指出，创建文明城市的短板和

痛点在城乡接合部，各地各部门必

须高标准、严要求、常态化推进，发

动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全方位、高

效率共建“我们的家园”，确保每一

个片区达到干净、整洁、有序要求。

高浩孟在检查文明城市创建时强调

坚持高标准常态化努力提升工作水平
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建好“我们的家园”

本报讯（记者 毛超峥）记

者了解到，随着奉化水蜜桃进入

销售旺季，2020奉化水蜜桃文化

节系列活动陆续启动。

7月 11日至 12日，2020蜜桃

音乐节和蜜桃集市将在城市文化

中心举行。本次音乐节延续青

春潮流的活动风格，采用“音乐+
体验营销”的模式。届时，王滔、

PINKBOOM 女 子 乐 团 、TAKE

FIVE5乐队等歌手及乐队将登台

献唱，还有人气主播直播带货，助

力奉化水蜜桃营销。

与音乐节活动场地紧邻的蜜

桃集市将在活动当天搭起 40余
个异形帐篷，并装点铁艺、霓虹灯

带牌等潮流元素，成为集美食、潮

流、文创等多种元素于一体的集

市展区。在展区内，以复古汽车

为 造 型 的 网 红 打 卡 点 Peach

House将售卖官方奉化水蜜桃及

系列产品，其官方代言人“桃小

淘”也将首次亮相。

在蜜桃音乐节结束后，我区

将举行蜜桃啤酒嘉年华，市民不

仅可以现场体验“美食+啤酒”的

夏日“标配”，还能近距离欣赏充

满活力的音乐演出。

“桃气一夏”镇（街道）蜜桃季

系列活动将贯穿整个水蜜桃销售

季。其中，7月15日至19日，滕头景

区将举行“蜜桃采摘季·桃醉萧王庙

——蜜桃美食节”系列活动；8月 1
日，莼湖街道将举办“琼浆玉露百里

桃——莼湖街道蜜桃游园会”。此

外，溪口镇、大堰镇将择期举行“桃香

千里·爱满剡溪”第六届溪口桃王争

霸暨“乡贤助困”爱心拍卖、“云上大

堰·尽桃源——2020奉化大堰乡村

旅游蜜桃纳凉季”等活动。

清凉一夏 奉城“Hi趴”

奉化水蜜桃文化节系列活动陆续启动

本报讯（记者 陈培芳）“我们

奉化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部门

联合命名的‘中国水蜜桃之乡’，已

有 2000多年种植水蜜桃的历史，这

次推出的‘欢喜奉桃’肉质细软、汁

多味甜、香气浓郁、皮薄易剥、入口

即化，非常值得购买。”昨天下午 3
时 30分，区委副书记、区长胡永光

出现在拼多多电商助农直播间，为

网友推荐奉化水蜜桃、曲毫茶、油焖

笋、虾干等奉化农特产品。

活动期间，有近 53万名网友观

看直播，并“秒杀”了2.4万余件奉化

农特产品，包括 1万余公斤奉化水

蜜桃。记者了解到，胡永光直播中

提到的“欢喜奉桃”是我区针对互联

网和新零售推出的标杆级产品，其

从单果重、糖度、外观等指标精确制

定了选果标准，并通过严选和分级

来强化该品牌产品的品控。今年，

“欢喜奉桃”将与拼多多、阿里巴巴、

天猫、网易严选、上海本来生活网等

知名电商平台深度合作。

今年我区的水蜜桃企业还联合

宁波市品牌农产品品控物流中心，

按照不同渠道要求，量身定制了水

蜜桃等级标准和发货标准，对各种

品级的桃子分别进行包装，保障高

品质和低售后投诉率。同时整合物

流资源，通过大数据联动顺丰、德邦

等物流企业，优化整体物流体系，提

升配送质量和效率，使奉化水蜜桃

的线上销售更具竞争优势。

区长直播“云带货”
网友“秒杀”2万余件奉化农特产品

本报讯（记者 王红雨 通

讯员 王佩琼）“这种助农模式

好！以前要买正宗奉化水蜜桃，

要么得去奉化的桃林很麻烦，要

么通过电商但见不到桃子不放

心，现在好了，可以现场下单提

货，价格实在，还放心。”7月 5日
中午，市民吴先生在宁波轨道交

通一号线福明站A出口处的奉化

水蜜桃下单提货点，自购了 1箱

水蜜桃，又为住在杭州滨江区的

朋友张小姐下单了4箱。

这是萧王庙街道携手宁波轨

道交通培训学院共建“助农蜜桃

桥”的线下销售举措。7月5日至

7日，每天下午 4时至 7时，在宁

波轨道交通一号线鼓楼站、福明

站、北仑中河路站，二号线外滩大

桥站、镇海聪园路站，三号线南部

商务区站等 6个站点，市民都能

在奉化水蜜桃下单提货点选购水

蜜桃。

在线上，宁波轨道交通培训

学院借助学院课程平台，发布奉

化水蜜桃科普知识以及水蜜桃饮

品、甜点制作过程和技巧，并推销

水蜜桃饮品和甜点的DIY套装。不

仅如此，7月 4日晚上 7时，“西门町

优选”直播团队还会同萧王庙街道

相关负责人，在三号线南部商务区

站直播销售水蜜桃，吸引了许多网

民下单选购。

线上线下联动销售水蜜桃

萧王庙携手宁波轨交培训学院共建“助农蜜桃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