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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记者站 谢敏军

每天清晨 5时多，四明山还未
完全醒来，年近七旬的黄彭勋便开
始忙碌起来。从 11 年前开起全村
第一家农家乐开始，一家人辛苦劳
作，换来每年近70万元的收入。

坐落于“浙东延安”余姚梁弄
镇核心区，横坎头村素有“浙东红
村”之称。老区百姓起早摸黑的艰
辛，成为老区发愤图强、砥砺奋进
的注脚——2016 年，全村实现工

农业总产值 3.74 亿元，比 2002 年
的2820万元增长了1226%；农民可
支配收入 25364 元，比 2002 年的
3012元增长742%。

15 年风雨兼程，横坎头村走
出了一条革命老区全面奔小康的新
路子。如今，该村已经从本世纪初
的贫瘠之地，蝶变为浙江省全面小
康示范村，多项经济社会发展指标
位于全国革命老区前列。不久前，
浙江省拟向中央文明委推荐的第五
届全国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名单公
示，横坎头村名列其中。

从3小时到30分钟，
基础设施提升带来新机遇

从横坎头村到余姚市区，27
公 里 的 距 离 不 算 远 。 但 是 15 年
前，翻越高地岭的盘山公路 S213
省道，是连通两地的唯一通道，来
回一趟需要近6个小时。

要致富，先修路。2003 年下
半年，宁波市委、市政府为加快老
区脱贫致富奔小康，投资 2000 多
万元建设了余梁公路。盘山公路变
成了平原公路，两车道变成了四车
道，横坎头村从此告别了翻山越岭
的时代。

“由于工业经济不发达，特别
是水源保护制约了梁弄相关产业发
展，梁弄的地方税收有限，无法承
受大批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梁弄

镇党委书记何张辉说，宁波、余姚
两级专门出台了扶持政策，通过建
设生态补偿机制、转移支付机制、
中心镇奖励机制等途径，帮助梁弄
建设了一批民生实事工程，提升了
基础设施水平。据统计，2003 年
至今，宁波、余姚两级财政用于梁
弄发展的资金超过 10 亿元，梁弄
成为上级财政重点倾斜乡镇。

基础设施提升之后，致富路怎
么走，山区百姓并没有把握。为
此，宁波市委、市政府专门成立了

工作班子，进驻镇村搞基础调查，余
姚市也出台了相应的扶持政策。

2003 年，横坎头村在宁波市农科
院的指导帮助下，建起全镇第一个樱
桃种植基地。经过几年培育，樱桃亩产
值在万元以上。“以前单纯种水稻，一
年忙下来一亩地只有卖粮的几百元收
入。”横坎头村党委书记张志灿说，尝
到种樱桃的“甜头”后，村民纷纷效仿，
目前种植规模已超过80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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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余姚梁弄镇横坎头村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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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汤丹文 通讯员戴云华） 昨天上
午，第十五届亚洲艺术节的主体活动之一澜沧江－
湄公河文化论坛在我市举行。中国文化部部长雒树
刚，泰国政府副总理塔纳萨·巴迪玛巴功、文化部
部长威拉·洛朴乍纳叻，老挝新闻文化旅游部部长
波显坎·冯达拉，柬埔寨文化艺术部国务秘书索
姆·索坤，缅甸宗教事务与文化部副常务秘书吴昂
山乌和越南文化体育与旅游部副部长郑氏水等分别
就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文化交流与合作作主旨发
言，进行顶层设计与规划。

雒树刚在发言中表示，全面深化澜湄文化交流
与合作符合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大趋势，有利于
实现亚洲文明发展繁荣，是开展澜湄全方位互利合
作的内在要求。就澜湄文化合作未来发展，雒树刚
提出三点倡议，一是实现澜湄文化合作同“一带一
路”文化建设充分对接，二是实现澜湄文化合作同
东盟文化合作全面对接，三是实现澜湄文化合作同
各自双边文化合作有效对接。

论坛通过了 《澜湄文化合作宁波宣言》，六国
文化部部长或部长代表在宣言中一致表示，澜湄文
化合作是澜湄务实合作的重要内容，将加强六国文
化交流与合作，努力传承和发展六国优秀传统文
化，以文化为纽带增进六国人民的相互理解与信
任，促进民心相通。

澜沧江－湄公河
文化论坛举行
通过《澜湄文化合作宁波宣言》

本报讯（记者易鹤 通讯员戴云华） 昨日下午，由
中国文化部和泰国国家旅游局共同主办，浙江省文化
厅、宁波市人民政府承办的首届“澜沧江－湄公河文化
行”发车活动在甬举行。文化部部长雒树刚，市委副书

记、市长裘东耀，泰国副总理塔纳萨·巴迪玛巴功出席
活动并致辞。省文化厅厅长金兴盛主持。老挝新闻文化
旅游部部长波显坎·冯达拉，泰国文化部部长威拉·洛
朴乍纳叻、旅游局局长育他萨·素帕松，柬埔寨文化艺

术部国务秘书索姆·索坤，缅甸宗教事务与文化部副
常务秘书吴昂山乌和越南文化体育与旅游部副部长郑
氏水等澜湄国家代表，市领导陈奕君、叶正波及张良
才参加。

雒树刚在致辞时说，“澜湄文化行”是在“中泰
文化旅游友好行”基础上打造的次区域务实合作项
目。“澜湄文化行”从去年中泰双方商议决定，到此
刻即将开启中国、泰国、柬埔寨、老挝4国行程，用
了不到一年时间，体现了务实高效的“澜湄速度”

“澜湄效率”，也表明了中方愿同湄公河5国一同推进
文化务实合作的决心信心。相信在各方的共同努力
下，澜湄次区域文化交流合作将精彩开启，并将助力
东盟共同体建设，为地区繁荣贡献力量。

塔纳萨·巴迪玛巴功在致辞时说，泰国政府十分
重视中泰两国关系发展，并致力于巩固两国的传统友
谊。此次活动是在两国友好关系基础上打造的又一个
文化交流和旅游推广平台，将进一步促进中泰两国旅
游业的合作发展、繁荣发展。希望各方通过此次活动
携手共进，努力开拓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裘东耀在致辞时说，借助“澜湄文化行”车队必
将大大增进澜湄沿线各国的文化交流和旅游合作。当
前宁波正在加快建设“名城名都”，全力创建“一带
一路”建设综合试验区。我们将以“澜湄文化行”为
契机，切实加强与各国各城市在经贸、文化、旅游等
领域的合作，开创互利互惠、合作共赢新局面。

首届“澜湄文化行”是澜湄合作的一项重要内
容，也是第十五届亚洲艺术节的核心活动之一。“澜
湄文化行”车队将途经我国浙江、福建、广东、广
西、云南等5省 （区） 和老挝、泰国、柬埔寨首都等

“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城市，以车队路演的形式
开展文化旅游等推介活动。

首届“澜沧江－湄公河文化行”发车
雒树刚裘东耀塔纳萨·巴迪玛巴功致辞 陈奕君等参加

本报讯（记者项一嵚 通讯员周鹏） 可在水下
100米自由潜行拍摄的无人机，通过声音、动作和
人脸自动记录孩子成长片刻的视频对讲机器人，悬
浮在半空中的无线充电灯，可通过语音指令360度
旋转的智能摄像机器人……在昨天举行的 2017

“奇思甬动”中国 （宁波） 创客大赛颁奖仪式上，
一系列充满奇思妙想的智能硬件作品再次刷新了大
家对“黑科技”的认知。

自今年5月底启动以来，大赛共吸引来自海内
外 43 个城市的 1020 个创客项目，涵盖智能家居、
智慧办公、智能户外、智能车载、时尚穿戴、医疗
健康、休闲娱乐、亲情呵护、生活美学等 9 大门
类。最终，16 个走在国内行业前沿的创客项目脱
颖而出。“FiFish 飞行鱼智能水下无人机”荣获此
次大赛金奖。

作为 2017 中国浙江·宁波人才科技周的重要
活动之一，本次大赛由宁波市国家大学科技园联合
市委统战部、市委人才办等单位共同举办。站在助
力宁波“中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建设的战
略高度上，今年的大赛更注重发挥招才引智的品牌
效应，吸引优秀创业团队落户中官路创业创新大
街。目前，已有 10 个团队有意在宁波市国家大学
科技园落户。

“奇思甬动”
创客大赛落幕

深化走转改 喜迎十九大

加快推进老区建设，

要突出重点，努力提高革

命老区的自我发展能力。

要从各地实际出发，因地

制宜，充分发挥当地优

势，大力发展效益农业。

要把老区发展与实现工业

化、推进城市化相衔接，

和下山脱贫有机结合起

来，充分发挥老区干部群

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自

力更生，奋发图强，着力

提高自身“造血功能”。

——摘自 2003 年 1

月习近平在四明山革命老

区考察时的讲话

特色小水果基地绿意盎然。（资料图片）

距开幕还有1天
2017年9月26日—28日

“澜沧江－湄公河文化行”发车仪式上的文艺演出。 （周建平 摄）

本报记者 俞永均 梅子满

“酒泉……等古城，宁波……等地的古港，就是
记载这段历史的‘活化石’。历史告诉我们：文明在
开放中发展，民族在融合中共存。”习近平总书记在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
讲时，向世界这样介绍宁波。

这是 2017 年 5 月 14 日的北京。历史必将记住这
一天。

4个多月后的 9月 26日，宁波正式吹响创建“一
带一路”建设综合试验区的号角——一个以梅山新区
为核心载体的开放开发大平台，由蓝图走向现实。

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决心之大，令人振奋。
9 月 22 日，宁波召开“一带一路”建设综合试验区

创建工作动员大会，省委书记车俊作出批示：“创建宁
波‘一带一路’建设综合试验区是省党代会作出的重大
决策，对于我省更好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增创对外开
放新优势，提升区域发展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而浙江设立宁波“一带一路”建设综合试验区，
在服务国家大局、体现浙江担当之外，更有着战略考
量。省委副书记、省长袁家军这样点题——

以此支撑大湾区建设，培育发展新引擎，把宁波

舟山港作为龙头带动，打造世界级港口集群，构建畅
通便捷高效的海陆空运输通道网络，将宁波建成我省
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区域，并以此牵引
带动全省全方位双向开放，高水平推进开放强省。

决心之大，更有着宁波扩大对外开放创新实践的
路径选择——

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唐一军话语掷地有声：建
成“一带一路”战略枢纽城市，是建设“名城名都”
的必由之路。

历史的重任，就这样落到宁波肩上！

高站位扛起大使命

放眼全国，创建“一带一路”建设综合试验区，
位于“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交汇处的宁波，区位
条件独特、开放平台众多、体制机制灵活，对接“一
带一路”的基础好、优势大、契合度高，显然是一个
理想的区域。

区位优势之外，遍布宁波的 10 个国家级开发区，
在改革创新中形成了创新开放、成熟包容的营商环境。
行政体制规范透明、商业文明发达、城市功能完善、国
际化程度高，金融科技人才等高端要素相对集聚……

这些企业界的好口碑，是宁波营商氛围的真实写照。
与此同时，宁波民营经济发达，民营企业家创新

意识强、开拓精神足。数据显示，宁波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年贸易额达 248 亿美元，累计跨国并购
额达 23 亿美元，在“一带一路”沿线设立境外企业和
机构 578家。

不仅如此，宁波已与2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投
资贸易关系，在辐射带动内陆地区更高水平开放中具有
重要地位。

服务全国战略、全省发展大局，宁波更有自觉的担
当——

“宁波在全省全国对外开放大局中，地位特殊，举
足轻重，优势得天独厚，必须当仁不让地扛起服务国家
战略、服务全省开放的重大使命。省委、省政府全力支
持宁波创建‘一带一路’建设综合试验区，就是希望宁
波在扎根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中体现应有的责任和担
当。”在宁波“一带一路”建设综合试验区创建工作动
员大会上，唐一军一语中的。

如何抢抓机遇、主动作为？唯有高站位对接国家战
略，才能扛起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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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高望远万里长
——宁波“一带一路”建设综合试验区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