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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典型的平原地带，长期以
来，慈溪饱受缺水之苦、污水之
困，人均水资源只占全省的 1/4，
全国的 1/5，60%的饮用水靠境外
引水，是宁波最为典型的结构性缺
水地区，几年前甚至连水质五类及
以上的河道也很难找到，治水形势
迫在眉睫。

慈溪历届领导班子高度重视治
水工作，在治水方面的资金投入越
来越大、所花的精力也越来越多。早
在 2013 年 6 月，我们就在全省率先
设立治水专门机构，启动水环境综
合治理三年行动计划，通过截污清

淤、清水环通、生态修复等工程“十
箭齐发”推进水环境治理，三年内累
计投入资金近 75 亿元，完成 115 条

“三河”治理，劣Ⅴ类水质占比下降
近 75%，成功创建省“清三河”达标
县市，获得省“五水共治”的最高荣
誉“大禹鼎”。

慈溪经济总量大、人口密度
高、环境容量小，治水任务依然繁
重，今年要实现“市控劣Ⅴ类断面
7 月底完成剿灭、县控劣Ⅴ类断面
10月底完成剿灭、年底完成上级下
达劣Ⅴ类水体剿灭任务”的目标。
面对省市“五水共治”更高要求，

慈溪要以背水一战的狠劲、敢啃硬
骨头的干劲、久久为功的韧劲，全
力锻造治水铁军，奋力打造新一轮
三年治水行动“升级版”，助推慈
溪新型城市化建设。

要以推进污水零直排区建设为
抓手，实现从“面上治水”到“源
头治水”的升级。去年慈溪率先开
展涉水行业规范排水专项整治，
7161家企业完成整改，打响了“污
水零直排区”建设“第一枪”。今
年我们将抓住截污纳管、源头管
控、规范排水三个重点，大力开展
工业污染、农业农村生活污染、涉

水行业三大专项整治，确保所有排
污口整治销号，所有工业集聚区实
现污水零直排。今年计划再投资40
亿元，新建污水管网 200 公里，新
增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 50 个。
在对现有 3个污水处理厂进行工艺
提升和提标扩容的同时，再新建 2
座污水处理厂，使污水日处理能力
从23万吨提高到43万吨。

要以推进区域转型发展为契
机，实现从“单一治水”到“全域
治水”的升级。要剿灭劣Ⅴ类水必
须向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开刀，我
们要坚持五大发展理念，抓住治危

拆违和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有利时
机，加速推进区域产业转型升级，
坚持以拆助治、水岸同治，全面实
施总投资 170 亿元的新城河区块改
造开发，大力推进沿河危旧房治理
和违法建筑拆除，确保全年完成房
屋征迁 106 万平方米，拆除违法建
筑 190 万平方米，进入省级无违建
创建先进县市行列。大力推进“腾
笼换鸟”，整治、淘汰、改造“低
小散”企业 2000 家以上，对环保
设施管理、排放不达标企业一律关
停整治，努力根治劣Ⅴ类水源头。

要以发挥万名河长力量为动

力，实现从“政府治水”到“全民
治水”的升级。剿灭劣Ⅴ类水是一
场歼灭战、持久战，我们将由四套
班子主要市领导和乡镇党政“一把
手”领衔，包干治理劣Ⅴ类断面河
道，充分发挥各级河长作用。坚持

“治水为人民、治水靠人民”，深化
“十百千万”全民治水制度，发动
万名护水志愿者、民间河长、企业
河长、环保组织等社会力量积极参
与，借助新媒体拓展群众投诉举报
渠道，创新方式鼓励民间资本参与
治水项目，形成上下同欲、合力治
水的良好局面。 （厉晓杭）

铁腕打造慈溪治水“升级版”
——访慈溪市委书记高庆丰

本报讯（记者王岚 通讯员顾
梦婕）俗话说“流水不腐”，让城区
165 条内河河水流动起来是保持
河水水质的重要手段。日前，市城
管局内河管理处发布消息：今年城
区内河工作将围绕打造“清水自
流”的生态化内河水环境展开，并
已排出了相应任务清单。

围绕“清”字，市内河处将以工
程整治、科技治河、创新管理等为抓
手，全面提升内河水质。工程整治方
面，计划开展沟通工程、疏浚工程、
景观提升工程的河道共计30条，确
保实现“有淤常疏，清水长流”。

市内河处将在目前日补 5000
吨再生水回用河道基础上，进一步
做好再生水生态修复研究，逐步增
加再生水回用量。今年，市内河处
还将启动沉水植物修复对水质影

响效果的课题研究，探索内河生
态系统修复新技术、新手段。

为了推动河水尽快实现“自
流”，市内河处在做好常规的水体
调控之余，将开展城区内河水量水
质优化调控课题研究。今年，将重
点推进海曙中心城区翻水泵站（屠
家沿、黄家河）优化调度和改扩建
项目的实施，完成鄞东南及江北城
区内河水量水质优化调控、涵养及
非常规水资源（再生水）利用等方
案，让河水科学流动起来。

为更全面掌握内河水位、水
质、水量等数据，市内河处今年还
将全面推广移动船站式河流水文
水质检测，开展“智慧内河”建设，
形成城区内河水质在线监测、流量
在线监测、调水监管、水位实时监
控等一体化管理信息系统。

让165条内河水“动起来”
市内河处列出2017年任务清单

本报记者 殷 聪
通讯员 张爱国

作为经济新常态下宁波有效
投资的重要力量，浙商回归不但持
续迸发着助推宁波发展的新动能，
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如今，浙商回
归已不再是形单影只的“回归燕”，它
正不断释放着自己的“蝴蝶效应”，借
力以企引企、以商引商的“乘法效
应”，吸引更多的资本涌向宁波。

两年后，姚江边将崛起一座总
投资 12 亿元、面积超过 18 万平方
米的高标准多功能的物流基地
——余姚宝湾国际物流园。该园区
建成后，将吸引国内外知名综合物
流企业、高端制造类企业、电子商
务类企业入驻。说起余姚宝湾国际
物流园，便不得不提在外的甬商。

近年来，我市不断拓宽招商思
路、创新招商方式，通过“以企引企”

“委托招商”等形式，充分利用在外浙
商甬商的人脉与商脉，鼓励浙商甬商
回乡投资创业，并大力倡导在外的浙
商甬商为浙商回归牵线搭桥。

“正是通过在外浙商甬商的大
力引荐，才促使公司与余姚市政府
的全面接触。”中国南山开发集团

宝湾物流控股有限公司上海大区
总经理冯海虹告诉记者，余姚宝湾
国际物流园是“宝湾物流”布局浙
江的重要一步。通过余姚优越的地
理位置，余姚宝湾国际物流园可覆
盖宁波、杭州乃至整个杭州湾的沿
线城市。

虽是初见，冯海虹向记者列举
政府优质服务时却如数家珍：仅一
个工作日，便完成公司注册；仅两
次协调推进会议，便落实解决了项
目落户中存在的各种“疑难杂症”；
仅三个月，便完成了项目的拆迁工
作……贴心的政府服务让企业毫
无后顾之忧。项目的快速推进提振
了企业加大投资的信心。

“如今，我们已在奉化宁南贸
易物流区筹建了新的项目，计划投
资 6.5 亿元，占地 156 亩。”冯海虹
表示，届时，奉化宝湾物流园将围
绕宁波机场进行服务，与余姚宝湾
物流园互为犄角，优势互补。

说 句 心 里 话

对于宁波来说，浙商回归是甬
城转型升级的新动能。但对于来甬
投资的企业来说，浙商回归也为企
业提供了新机遇、新平台。宁波的
投资环境令人印象深刻，正是通过
心贴心的服务，让企业下定决心，
抓紧时间在宁波落地。

（中国南山开发集团宝湾物流
控股有限公司上海大区总经理冯
海虹）

宝湾物流园背后的招商故事

以企引企引发“蝴蝶效应”

11日，宁波国家高新区外国语学校404班的同学和家长百余人，驱
车来到鄞州区咸祥镇南山渔村植树护绿。短短一个多小时，植下各类树
苗 50余株。据了解，该班组织过多次植树活动，并长期认管认养学校
附近的滨江公园绿地。宁波城区绿化委员会向该班颁发了“护绿贡献
奖”。 （记者 崔小明 摄）

10 日上午，北仑小港街道下邵社区党员志愿者联合海警二支队
官兵一起在五盟村山体易滑坡地段种植桂花树，以达到稳固边坡、美
化环境的效果。 （沈静萍 徐能 摄）

10 日上午，鄞州区邱隘镇团委组织村、社区的团员代表一同到
田郑村北斗东路开展植树补绿行动，为道路两旁种上行道树。

（胡龙召 张丹 摄）

近日，江东中心幼儿园东岸园与鄞州东胜街道史家社区联合举
行“我为地球植片绿”活动。小朋友在用废旧报纸做成的地球模型上
粘贴绿树贴片，从小培养环保意识。 （丁安 崔宁 摄）

本报讯 （记者陈青 通讯员
陈史琼）以“播种绿色希望，共护千
年古建”为主题的保国寺古建筑博
物馆植树月活动正如火如荼地进
行。3 月 12 日植树节当天，东湖小
学和宁波市艺术实验学校等百余
名学生以及家长在保国寺举行植
树活动，他们手绑绿丝带，在背景
墙上签名，粘贴写上祝福语的树
叶，将该馆 2017 年大型植树月活
动推向了高潮。

在昨日的活动现场，保国寺
古建筑博物馆园林部工作人员介
绍了植树节的由来，同时结合知

识有奖问答提升活动参与者的环
保意识。在种植区域，大家挥
锹、铲土、挖坑、填土、浇水，
干得热火朝天……

据介绍，保国寺的植树活动
开展多年，近年来随着社会各界
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
活动的认可度和支持度进一步上
升，报名参加的人数不断增多。
在 3 月 9 日、10 日、11 日，荣安
实验中学、市演艺集团有限公司
团总支、市中医院工会、宁波晚
报小记者团等近 1000 人次参与了
此次植树月活动。

保国寺举行植树月活动

本报讯（记者徐欣 江北记者
站张落雁 通讯员沈旦）近日，江北
孔浦街道关闭文汇路最后9家“十
小”行业店面，加上前期完成整治的
14家沿街“十小”店面，街道中心区
域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和污水直排
治理工作取得初步成效。

记者了解到，文汇路是孔浦街
道的中心区域，人口密集，也是孔
浦街道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和污
水零直排工作的重点区域。

“根据前期摸排，我们发现多数
的‘十小’门店存在违建或污水直排
情况。”孔浦街道城管科负责人盛文
告诉记者，这些门店中有的没有相
关经营许可证及土地使用许可证，
属于违建；有的违法将污水管接入
雨水管，导致许多污水通过雨水管
排入河道，污染区内水体。

年初开始，孔浦街道统一对文
汇路进行整治，对不符合排放要求
的排水单位、个人进行了关停、改造
和违建拆除工作。下阶段，孔浦街道
还将大力推进店铺、农贸市场等重
点区域的内部雨污分流改造工作，
并通过强势执法，加快落后产能、低
小散和“十小”行业的淘汰工作，以
源头治理提升区域环境形象。

以源头治理提升区域环境形象

孔浦推进文汇路沿街整治

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宁海记
者站蒋攀 通讯员吴丹丹） 宁海双
峰牌香榧、奉化竹易家牌和士林牌
竹制系列产品、象山“鲜果贝”桔
子罐头 3个产品获得国家生态原产
地保护，成为我市首批获得生态原
产地保护产品证书的产品。这是笔
者从昨天宁波检验检疫局和宁海县
人民政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得
的信息。

生态原产地产品是指产品生命
周期中符合绿色环保、低碳节能、

资源节约要求并具有原产地特征和
特性的良好生态型产品。产品获得
国家生态原产地保护后，将受到国
际和国家行政的保护，不仅可以提
升产品档次和国际声誉，还有利于
引导产业向生态化发展。

据了解，此次获证的 3个产品
都是地方特色产品。宁海双峰是我
市唯一的香榧产业基地，种植面
积万余亩，年产量 162 吨。宁波
士林工艺品有限公司是集设计、
开发、生产、销售、竹林培育和

种植于一体的复合型企业，是国
家林业重点龙头企业。今后，这
3 个产品准予使用生态原产地产
品保护标志。《生态原产地保护
产品证书》 有效期为 3 年，获证
产品录入“中国生态原产地产品
保护网”，加贴专用防伪溯源标
签，供广大消费者和监管机构查
询验证。

去年以来，我市大力推进生
态原产地保护工作，形成“检验
检疫牵头、地方政府支持、各级

部门联动、企业积极参与”的良
好局面。宁海县出台政策对新获
原产地标志认证的农食产品给予
一次性 5 万元补助；奉化区对获
得原产地产品保护的企业给予补
贴奖励、能源保障、产业帮扶等
方面的优惠；象山县把生态原产
地 产 品 作 为 品 牌 建 设 的 重 要 抓
手，纳入绿色生态农业建设的重
要组成部分。据了解，下一步，
相关部门将在宁海县探索创建生
态原产地产品保护示范区。

我市首批“生态特产”出炉
宁海双峰牌香榧、奉化竹制系列产品、象山“鲜果贝”桔子罐头3个产品
获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证书

浙商甬商回乡创业记

我为地球添 片 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