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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徐华良 记
者徐欣 奉化记者站严世君）“五
一”小长假风和日丽，前来奉化
农家乐休闲旅游的游客纷至沓
来。农旅结合，让农家乐风生水
起，游客爆满。据该区农办初步
统计，3 天时间，奉化农家乐接
待游客11万人次。

爱歌顿农家乐把农事活动和
采摘游有机结合，游客既可与农
民一起翻耕农田种植蔬果，体验
劳动的乐趣，也可走进大棚采摘
香甜可口的草莓，还可采摘刚上
市的桑果。“五一”期间，这里每

天接待游客2000人以上。
雨易山房利用 600 多亩生态

茶园，建造成别具一格的茶室、
竹楼、凉亭。纵横交错的花卉苗
木点缀茶园，徜徉其间，让人仿
佛走进了“世外桃源”。游客在茶
亭里看书、品茶、上网，感受一
下“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意境。
炒茶、购茶、品茶、吃农家菜的
一站式旅游休闲体验，让游客感
受到别样的乐趣。小长假期间，
这里每天接待游客上千人，生意
红火。

海拔 500 多米高的奉茶山庄

推出了茶叶炒蛋、油炸嫩茶芽等
特色系列茶菜，吸引了上海、杭
州和宁波等地的游客前来品尝。
既可以来到茶园亲手采茶，还能
学习制茶全过程，让不少游客流
连忘返。据山庄负责人方谷龙介
绍，3 天时间，28 个床位天天被
游客提早预订一空，每天有上百
名游客在山庄就餐。

大堰和溪口两镇的农家乐也
为奉化旅游抹上了一道亮色。大
堰一路上乡村客栈、花雨醉、乡
村休闲吧、迷蝶香小院、琴海
缘、闲言鱼语和溪口镇的漫休

谷、应梦斑竹、西坑民宿、升纲
民宿等一批以家庭为特色的农家
乐在“五一”期间赚足了人气。
白天游客被带到竹山挖笋，跟着
当地农民体验劳作的艰辛，不忘
品尝地道的农家菜，非常惬意。

这 段 时 间 正 是 桑 果 成 熟 时
节，晴好天气点燃了游客采摘桑
果的热情。在尚田镇许家、畈
头、九龙等地的桑果基地，每天
有 3000 多名游客前去采摘桑果。
桑果采摘游也让当地的农家乐火
了一把，不少农家乐就餐排起长
队。

农旅结合让农家乐休闲旅游风生水起

11万游客在奉化流连忘返

“五一”小长假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通讯员
肖芸芸 吴宙洋） 记者昨天从象山
县旅委获悉，“五一”小长假，象山县
累计接待游客量 28.1 万人次，旅游
收 入 达 1.9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3.6%和 12.3%，统计范围内旅游饭
店累计平均客房出租率82.2%。

该县四大老牌景区“吸金力”不
减，象山影视城第九届影视嘉年华、
松兰山旅游度假区“活力松兰，嗨翻
五一”、石浦渔港古城 12周年庆、中
国渔村“五一”喊海狂欢节等主题活
动让游客流连忘返。其中象山影视
城门票收入 500 万元，创下“五一”
小长假历史新高，游客覆盖江浙沪
赣皖闽等15个省、直辖市。

乡村旅游越来越受游客青睐。
茅 洋 银 洋 村 田 乐 园 的 “ 花 房 集
市”、黄避岙的滩涂趣味文化节、
涂茨镇以户外拓展体验为特色的猎
鹰农庄等，为游客带来了丰富多彩
的体验。“五一”期间，全县农家
乐休闲旅游业共接待游客12.6万人
次，营业收入1512.3万元，同比分
别增长11.5%和12.1%。

“互联网＋旅游”方兴未艾。小长
假期间，象山县旅游景区电子门票销
售量 5000张，酒店客房互联网预定
1000余间，整体营业收入达98万元。

象山四大老牌景区人气爆棚
接待游客28万人次 旅游收入1.9亿元

图为象山影视城明星见面会现场。 （张陆沁 摄）

沈 峰

5 月 1 日 12 时，我国所有海
区统一实行伏季休渔。今年，我
国对海洋伏季休渔制度作出大幅
调整，休渔类型统一并扩大，休
渔时间延长。据介绍，总体上各
海区休渔结束时间保持相对稳
定，休渔开始时间向前移半个月
到1个月，总休渔时间普遍延长1
个月；各类作业方式休渔时间均
有所延长，调整后，最少休渔 3
个月。

伏季休渔，目的是让天然水
域鱼类有生息繁衍的时间，避免
守着海洋却无鱼可捞、可吃的危
局。而新疆、内蒙古等地草原牧
区的禁牧、休牧、轮牧制度，目
的则是实现草畜动态平衡，保护
牧区的生态环境。而这禁渔和禁
牧制度在其他领域，也有借鉴意
义。就像旅游景点，也应该实行
休游或禁游制度。

目前，国内只有个别景区采

取了一定时期内停止营业，让景
区生态休养生息的措施。普遍情
形则是，涸泽而渔式的旅游经
济，已让众多风景名胜伤痕累
累。如媒体曾高频率曝光南方某
省一著名景区，由于近年来过度
开发，游人暴增，导致有些瀑布
消失，海子不断干涸，部分森林
被滥伐，沟内垃圾无法及时清
理、外运，生态环境逐步恶化。
专家对此忧心忡忡，长此以往，
惨遭破坏的自然景观或将难以修
复。

自然山水资源遭到破坏，表
面上看是旅游景点容纳、接待过
量游客所致，实际是利益作祟。
一些地方不经科学论证，在林木
管理、污染治理、垃圾处置等条
件还不成熟时，便仓促开发旅游
资源，走上了粗放管理、掠夺式
经营的老路。

风物长宜放眼量。对于旅游
景区的公共资源，也应借鉴休渔
和休牧制度，在植被生长期、动
物繁殖期、流水最少期、积雪最
薄期等实行休游期，让山山水水
也休个假，使对自然资源的合理
开发与有效保护并举，实现旅游
业的可持续发展。

让山山水水也休个假

本报讯 （记者黄合 通讯员
宁凌志） 走河道、听问题、开座
谈、提建议……本周，来自市委
党校的 20余位专家学者来到慈溪
市坎墩街道，在纤绳路江 （西五
灶江）、芭里头江和中部三塘渡江
等治水一线，了解水质水文水
情，实时进行献计献策。

“治水剿劣是一件大事，作为
理论工作者绝不能缺席。”本月
起，我市党校系统开展“理论工
作者赴治水一线”行动，专家学
者发挥自身优势，深入治水一线
开展蹲点调查，通过撰写调查报
告和理论文章，提炼治水成功经
验，开展治水课题攻关，为我市
推进剿灭劣Ⅴ类水中心工作服务。

“目前，很多治水工作还是以
党政系统为主，是不是可以吸取
先进地区经验，更好地发动群
众？”在座谈会上，市委党校相关
负责人表示，老百姓不仅是治水
的受益者，也应该成为监督者、
参与者，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陋
习，建立治水护绿的长效机制。

积极开展理论宣讲、及时发
现问题、深入开展研究……据
悉，此次“理论工作者赴治水一
线”活动中，各地的党校理论工
作者将围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重要思想和治水热点问
题，通过一线调研，撰写并报送
10 余篇调查报告或理论文章，为
治水剿劣工作鼓与呼。

党校系统为剿劣攻坚当好“智囊”

理论工作者
赴治水一线活动启动

本报讯（通讯员林琳 记者龚
哲明） 宁海茶院乡许民村的小米直
播平台近日“火”了。4724 名网
友跟随着西安交通大学学生李璐的
镜头一起走进许家山石头村，观看
了捣麻糍、番薯烧制酒工艺，纷纷
赞叹石头村的奇特、农耕文化的渊
博。这是团宁海县委、宁海县农
办、宁海县会展管理中心与中国青
年报联合开展“人意山光美 自在
宁海行”全国大学生记者宁海驻村

调研活动的场景。
这次活动邀请全国大学生走进

宁海新农村，李璐同学是本期大学
生“观察员”之一。与李璐一同前
来的，还有来自中国矿业大学、中
国青年政治学院、浙江工业大学等
院校的15名大学生记者代表，他们
分别在胡陈乡中堡溪村、力洋镇海
头村、茶院乡许家山村、桑洲镇南
岭村和桥头胡街道双林村开展了为
期三天的驻村调研。

来自珠海的蒋欣陈从小生活在
城市，一到桑洲镇南岭村就被它的
幽静所吸引，并在驻村调研两天
后，被这个小山村的“满满活力”
触动。“这里的精品民宿让人过目
不忘，村民想要积极发展的强烈愿
望和说干就干的个性更是让我感受
深刻。”

据了解，本次活动主要结合当
前“三美”宁海建设，力图用大学
生最前瞻的视野观察记录宁海“美
丽乡村”发展的五年至十年历程，
为宁海制作、传播、保存最为全面
有力的发展证明和研究资料。同
时，大学生观察员在调研过程中充
分发掘“乡土宁海”的乡愁记忆、

风情家园和优秀传统文化，从而进
一步助力宁海“美丽乡村”建设和
文化品牌打造，实现宁海生态名城
打造和美丽崛起建设目标。

据团宁海县委负责人介绍，邀
请大学生记者到宁海驻村调研，一
方面是助推“三美宁海”建设，推
动宁海乡村的美丽发展；另一方面
为大学生健康成长提供了新的实践
平台，引导他们关注农村发展，吸
引他们投身农村建设。

大学生们的表现也得到了各方
的肯定。宁海县桑洲镇镇长叶挺感
谢吃住在村的大学生们克服艰苦条
件，深入南岭村为南岭发展做深度
调研。

宁海“美丽乡村”建设请来大学生“观察员”

本报讯 （记者龚哲明）“2016
宁波市百强企业榜公布时，细数上
榜企业当家人，市青联委员、市青
企协会员竟有 30 位，近三分之一
啊。”昨日，团市委有关负责人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青年企业家群
体在“名城名都”建设中正发挥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市青联和市青企协这两个
“大家庭”中，集聚了超过 300 位
优秀的青年企业家，他们笑看市场

风云，革故鼎新，激流勇进，带着
敢闯、敢拼的特质，活跃在产业升
级的最前沿。七年前留英攻读先进
制造工程专业的夏峰，接过父辈的
接力棒，开始了二次创业。他将传
统的陆用电缆拓展到深水用的海
缆，实现传统产品到高端产品的快
速升级，仅用四年时间就使“东方
电缆”在上交所成功挂牌上市，并
牵头制订了海缆领域第一个国家标
准。2016 年，东方电缆承接了国
家“一带一路”示范项目伊朗南帕
斯海域气田海底电缆及安装敷设总
包项目，这是中国企业在伊朗海域
承接的第一个海缆总包项目，在我
国海洋装备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邹继华则是身负“绝世武功”的高

手，2007年放弃美国世界 500强企
业的高薪，加入“美康生物”，
带领科研团队成功研发出糖化血红
蛋白检测试剂盒 （酶法）、胱抑 C
检测试剂盒等产品，打破了国外长
期垄断的局面，降低了患者的就诊
费用，共获得 45 项国家授权发明
专利、28 项实用新型专利，展示
了“美康”实力。

青年企业家在发展自身的同
时，也积极践行社会责任。“汶
川”地震、“菲特”台风等重大灾
害发生后，青联委员、青企协会员
第 一 时 间 捐 款 捐 物 超 过 3000 万
元。“五水共治”开始后，青年企
业家成立青春治水后援团，捐赠治
水公益金 5000 万元。青年企业家

们还积极参加少数民族地区援建工
作，先后为西藏、新疆、贵州等少
数民族地区捐款捐物100万元。

编 后

青年一代是国家的希望。“青
年 兴 则 国 家 兴 ， 青 年 强 则 国 家
强”。我们既要为青年一代建设祖
国摇旗呐喊，又要保障他们的合法
权益，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既要号
召他们在创业创新中燃烧青春，又
要引导他们积极投身社会服务事业
奉献青春。“奋斗的青春最美丽”
这一组五篇报道到此结束了。我们
相信青年一代砥砺前行的步伐永远
不会停止。

百强企业当家人近三成是青年
优秀青年企业家为“名城名都”建设添风采

本报讯 （记者董娜 通讯员
吴琳萍）“我们公司每个月保税进
口转天猫线上销售的有几十票单
子，但到海关缴税只需跑一趟。”
近日，在宁波海关驻经济技术开
发区办事处内销征税窗口，宁波
怡人玩具有限公司业务员小丽递
交了厚厚一叠内销征税的报批单
证。

作为北仑区一家玩具出口生
产企业，怡人玩具公司近年在稳
步拓展国外市场的同时，还通过
天猫等电商平台在国内市场积极

“攻城略地”。可让公司头疼的
是，企业内销的玩具板材大部分
以加工贸易方式进口，原先保税
进口转内销手续很烦琐，每次还
得提前 3 至 5 天到海关办理手续，
一个月要跑十几趟。针对这类保
税进口转内销批次频繁的企业，

宁波海关推出“加工贸易联网监
管+集中内销征税”组合政策，
加工贸易联网监管基于互联网，
一家企业对应一本账册，实现加
工贸易业务全程网上无纸化操作。

为充分发挥保税政策的功能
优势，帮助更多的加工贸易企业
减负增效，宁波海关向企业全面
推广宁波市加工贸易公共服务平
台，平台集合企业、外经贸、海
关 3 个子系统，打造“一站式申
报”线上集约化管理平台，实现
加工贸易手册办理“一次录入、
全程无纸”，企业足不出户即可完
成商务部门的生产能力证明申领
和海关手册设立、变更、内销征
税核批、核销等手续。平台运行
一年来，已帮助全市加工贸易企
业节约预录入费用 100 余万元，
降低相关管理成本上亿元。

宁波海关
打出政策“组合拳”
加工贸易企业争相驶入电商快车道

昨天，在杨贤江烈士故居，慈溪市国税局税务人员正在聆听红色故
事，缅怀革命烈士。“五一”小长假期间，该局工作人员自发组成“税
务蓝”小组，就近重走“红色之路”，以红色精神滋润党员干部心灵。

（徐文杰 邹瑜玮 摄）

以红色精神滋润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