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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余纪轩

“我们等了老长辰光，都快失
去希望了，没有想到这次巡察组一
来，新房就分到手了！”近日，余
姚市大隐镇学士桥村村民陈江军带
着笔者参观了自己刚刚分到的新
房，激动地讲述着自己村分配联建
房的故事。

2013 年，学士桥村筹资 600 万
元启动了 72套联建房建设，主要用
于解决村里住房困难户和拆迁安置
户的住房问题。由于进一步筹资和
附属工程延期等原因，联建房到

2015年11月才正式交付。尽管村民
购房意愿高涨，但村委迟迟没有公
布分配方案，村民对此颇有意见。

2016年 3月，余姚市委巡察组
进驻大隐镇，获悉这一情况后，当
即找到村委相关人员和部分村民，
全面了解各方诉求。

随着调查的深入，巡察组发
现，联建房分配方案一直未出台，
与学士桥村委的思想顾虑有一定关
系：村委班子成员认为换届改选马
上要开始了，再加上方案修改还不
成熟，担心联建房分配会影响村里
稳定，弄不好还会影响自己的得票

数，所以想等一等。
村干部可以等，可是村民的需

求不能等。况且，由于陆续筹资，
该村已背负了 1000 多万元的债务
和利息。巡察组建议大隐镇党委对
学士桥村委班子进行集体谈话，帮
助村干部卸下思想包袱，快速、果
断、公平地处理好联建房分配问
题。

在镇党委的跟踪督办下，学士
桥村委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完善了
联建房分配方案和户型抽签办法，
同时，再次对无房户、住房困难户
进行了全面排查和资格审查，并将

符合条件的申购者名单进行了公
示。

目前，该村已顺利完成了 72
套 房 屋 的 分 配 工 作 ， 回 收 资 金
1884 万元，归还借款本息 1300 万
元，村级债务规模减少84.25%。

“群众利益无小事。在上个月
结束的巡察工作‘回头看’中，我
们对学士桥村联建房分配结果再次
进行了核查，镇村两级工作都做得
很到位。更关键的是，村里的这项
实事工程没留下债务隐患。”负责
大隐镇巡察工作的余姚市委第二巡
察组组长王剑波表示。

72位房主奔走相告：房子分到手了

余姚借巡察助推农村联建房分配

本报记者 董小芳
通讯员 郁诗怡

去年 10 月，曹晓鹏坐上了飞
往德国的航班，实地对接项目合
作。此行颇为不易，不懂德语，英
语又不好，连最基本的沟通都成了
障碍；但此行又让他觉得无比骄
傲，他率领团队成功攻克技术专
利，拿下了与上海大众公司的合
同。

18 年坚守，曹晓鹏的“成绩
单”上又添了浓重的一笔。

1999 年，学习企业管理的曹
晓鹏毕业后进入了上海利富高塑料
制品有限公司工作。虽被分到了设
计部门，但非科班出身的曹晓鹏只
是负责打样、送样等“跑腿”的工
作。曹晓鹏一边跑腿一边学，回家
就向弟弟学习制图软件的使用，办
公室里的老师傅们看他勤奋，就不
时教教他，就这样，曹晓鹏慢慢地
入了行，一坚持就是18年。

2005 年，曹晓鹏跳槽到宁波
帅特龙集团有限公司设计部就职。

这时的他，已在专业领域内小有名
气。

“随着汽车的普及，人们对汽
车的要求不仅局限于提供舒适的乘
坐环境，智能化、人性化的便利需
求也越来越高。但是国外汽车行业
发展历史悠久，许多专利被他们所
持有，留给我们的空间非常少。攻
克技术专利，做出达到功能要求的
设计，无疑难上加难。”曹晓鹏
说，“比如去年与上海大众公司达
成合作的项目，是关于 SUV 遮物
帘的设计，我们研发部 10 个人加
班加点，设计出了既节省成本又达
到遮光要求的‘拉手板’，同时利
用渐开线原理，克服了原有遮物帘
卷起后会留痕的弊端，德国大众公
司对我们的设计给予了高度评价。”

据统计，近 8年来，曹晓鹏参
与设计并投产的项目就有 239 个，
曾直接驻点过日本丰田技术中心、
日本本田技术中心、日本马自达技
术中心、日本伟世通技术中心、印
度江森技术中心、德国大众技术中
心等世界知名的汽车主机厂的技术

中心，为我国民营、民族品牌企业
在世界汽配企业中占有的显著地位
作出了突出贡献。

截至目前，曹晓鹏个人获得发
明专利 6 项，实用新型专利 55 项，

外观专利 4项，给公司带来了巨大
的经济利益。由他主持的具有触控
功能的智能杯托卷帘项目正在申报
2016 年宁波市科技进步奖，并已
申报了发明专利。

让民族品牌更有竞争力
——记宁波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曹晓鹏

曹晓鹏 （右） 正和同事讨论设计细节。 （董小芳 摄）

昨天中午，宁波市幸福苑实验
学校学生正在校园里采摘枇杷。从
20年前建校开始，校园内4棵枇杷
树、2棵梨树、2棵桃树和1棵桑树
就成为师生们的好朋友。今年，该
校精心设计了“种福、培福、守
福、传福、惜福”的“五福”校本
课程，举办独具特色的系列水果采
摘活动，让每一位学生通过亲身参
与，感受爱护果树、诚实劳动、共
享成果的全过程。

（严龙 王霞娟 摄）

校园
采摘节

本报讯（记者陈章升 通讯
员陆志敏） 近日，中国林学会
宁波服务站、宁波市林业园艺
学会组织相关专家来到象山黄
泥头竹笋专业合作社基地，开
展毛竹林下姬松茸栽培试验。
姬松茸一般通过人工栽培于室
内，在我市竹林“安家落户”

尚属首次。
姬松茸是一种来自南美地区山

间的名贵食用菌，其菌盖嫩，菌柄
脆，口感好，具有降血糖、降血脂、
调节血压等功效。在象山毛竹林下露
天栽培试验的姬松茸菌种，由中国林
学会宁波服务站工作人员通过中国林
科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引进。

南美姬松茸“落户”象山竹林

本报讯（记者徐欣 通讯员
谢斌 金劢克） 随着荪湖花海
60 亩马鞭草盛开，这个位于江
北保国寺荪湖旅游度假区的免费
景区，从上周末开始迎来了一批
又一批游客，蜜蜂、蝴蝶、游人
与紫色花海交织成一幅优雅浪漫
的山水田园画。

江北区保荪办工作人员李斐飞
告诉记者，马鞭草花田是荪湖花海
的一部分，目前绽放的是去年种植
的，总共约60亩。

据了解，马鞭草原产于欧洲，全
草可供药用。与其他香草相比，柳叶
马鞭草的特点就是花期较长，一般从
5月初盛开，可一直持续到6月底。

荪湖花海60亩马鞭草盛开

图为景区盛开的马鞭草。 （谢斌 徐欣 摄）

本报讯（通讯员徐华良 吴
旭东 记者徐欣） 从今年 6 月 1
日起，奉化区水产养殖户养殖的
塘养梭子蟹和露天塘养南美白对
虾均可参加政策性气象指数保
险，此举为水产养殖户系上了

“保险带”。
按照奉化海洋渔业部门有关

规定，塘养梭子蟹养殖面积在
15 亩 （含） 以上的养殖户可参
加政策性保险。政策性梭子蟹气
象 指 数 保 险 每 亩 保 险 金 额 为
4000 元，费率 8%，养殖户自缴

50% （即每亩160元），宁波市财政
承担 25%，区财政承担 25%。保险
合同保险期间一般自当年 6 月 1 日
起至次年1月30日止。

露天塘养南美白对虾养殖面积
在 20 亩 （含） 以上的养殖户可参
加政策性保险。政策性南美白对虾
气 象 指 数 保 险 每 亩 保 险 金 额 为
4000 元 ， 费 率 8%， 养 殖 户 自 缴
50%， 即 每 亩 160 元 ， 宁 波 市 财
政、区财政各承担25%。露天塘养
南美白对虾保险合同保险期间一般
自当年6月1日起至11月30日止。

奉化为水产养殖户系上“保险带”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项荣珍 吴天云）“晴天一身
灰、雨天一身泥”，江北倪家堰
路最近挥别了这一昔日场景。近
日，甬江街道开展倪家堰路街容
提升工程，原本坑坑洼洼的倪家
堰路已经重新铺上了沥青路面，
道路两侧违建拆除后，街面干净
了不少，告别“脏乱差”后，老
街重新焕发生机。

据了解，倪家堰路是江北区
的重要道路之一，在江北大道未
建成之前作为城区通往庄桥、洪
塘、慈城的唯一主干道，是江北

的一条主动脉。甬江街道建设管理
服务中心副主任郑捷说，虽然有其
他城市道路分流，倪家堰路依旧充
当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倪家堰区域
铁路、道路两侧“低小散”企业众
多，对路面和附近村庄的环境造成
了一定影响。连日来，甬江街道对
沿街违建进行拆除。“整治工作不
仅是为了道路的美观，也是为了消
除安全隐患。”郑捷说。

据悉，倪家堰路街容提升工程
将于本月底前完成道路两侧的违章
搭建、广告牌和部分雨棚拆除整治
工作。在道路两侧拆违工作完成
后，将由城管部门负责进行倪家堰
路两侧店铺的立面改造、规范沿街
门店招牌以及道路绿化修复工作。
届时，整条倪家堰路“颜值”将得
到进一步提升。

甬江街道开展倪家堰路街容提升工程

老街“旧貌”换“新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