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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杨绪忠 通讯
员王杰华 廖鑫） 变美了，变亮
了！记者昨天从中山路建设指挥
部获悉，备受市民关注的中山路
建筑景观照明提升工程已步入收
官阶段，近期开始调试灯光。作
为整治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沿
线绿化景观工程也基本完工。一
个流光溢彩的中山路新景观将从
国庆长假开始盛装绽放。

今年 7月，中山路建筑景观
照明提升工程开始实施。整个
工程以中山路与三江六岸的交

汇处为中心，向东西两边辐射延
伸 ， 以 机 场 路 、 望 京 路 、 解 放
路、江东北路、中兴路和世纪大
道六大路口为界，分五段主题区
域呈现，重点突出天一广场、东
门口等核心商业街区夜景灯光效
果。

值得一提的是：天一广场北侧
临中山路建筑约 1200 平方米的玻
璃橱窗立面被打造成了“中国光屏
第一墙”。这个光屏墙由 58个独立
小屏组成，采用最先进的 LED 透
明屏动态图像处理技术，展现宁波

城市形象、宁波文化、海上丝绸之
路、“名城名都”建设风采等内
容，将成为宁波重要的对外宣传窗
口。

“为最大限度优化工程质量，
中山路夜景的灯光控制系统采用了
目 前 最 稳 定 的 DMX512 控 制 模
式。”城管市政部门驻指挥部负责
人说，“这一控制系统除了能有效
避免系统运行时灯具的无频率、不
规则闪动外，还有远程监控和故障
侦测、自动屏蔽故障点、数字化检
测等功能。本次亮化点位上的照明

设施全部采用光效高、耗电少、寿
命长的高品质 LED 灯具，且灯具
的功率可灵活调节。”

9 月初，中山路指挥部组织开
展了中山路绿化景观提升行动，对
全线 9.2 公里的绿化隔离池、栏杆
花箱、后退空间等因天气原因尚未
种植苗木的 4.6 万多平方米区域进
行了绿化种植，目前工程已基本完
工。一条美不胜收、姹紫嫣红的绿
化新景观开始呈现。

整治后的中山路还将是全市首
个设置“智慧云亭”的城市道路。
在主要路段设置了 31 个独立式和
与公共自行车相结合的“智慧云
亭”，将为市民提供便利服务。在

“智慧云亭”和 WiFi柱点位东西方
向各30米-50米范围，市民只要连
接有“iNingbo”标识的网络，即
可随时随地免费上网。还有免费市
内通话服务、免费终端快速充电服
务和便民信息查询——“智慧云
亭”的信息屏上设置有“宁波旅
游”“天气查询”“地图导航”“便
民服务”“一键叫车”等服务内
容，让市民充分享受科技带来的福
利。

除了夜景灯光外，中山路沿线
安放的公共艺术品也极具特色。

“商帮文化”“浙东文化墙”“汤
团”“璀璨荣妆”等雕塑已“入
住”金光中心、天一广场、樱花公
园等中山路显著位置，用现代艺术
的手法讲述着宁波的昨天、今天和
明天。同时，还对沿线 28 个轨道
出入口、56个高低风井、5座冷却
塔等轨道交通地面构筑物进行了景
观提升改造，使之与中山路整体景
观更加融合。这些工程将于 10 月
底前全部完成。

中山路新景观盛装待放
照明提升和沿线绿化提升工程节前基本完工，开始调试灯光

本报讯 （记者孙吉晶 王
博 通讯员华志浩）《浙江省河
长制规定》 将于 10 月 1 日起施
行，全省 6 万多名河长履职将
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这是国
内首个省级层面关于河长制的
地方性立法，是对近年来河长
制工作经验的固化，也为规范

河 长 行 为 和 职 责 提 供 了 重 要 依
据。

这几天，市级层面和各区县
（市） 纷纷开展相关活动，有的
针 对 全 市 7515 条 河 道 、 4606 个
小 微 水 体 的 河 长 开 办 工 作培训
班；有的组织市、县、镇、村四
级河长巡河履职活动；有的邀请
人大代表监督河长治水；还有的
在河道沿线设置治水护水提示标
识，利用河长制平台宣传典型事
例，引导群众参与。

河长制在剿灭劣Ⅴ类水方面
取得了良好成效。8月初，北仑成
为全市第一个通过全域剿灭劣Ⅴ

类水现场验收的区县 （市）；紧随
其后，奉化、宁海、镇海、海曙
等地也传来了全域剿灭劣Ⅴ类水
的销号捷报。其中，涌现出不少可
圈可点的做法。

江北区洪塘街道坚持拆治同
归，由河长出面协调各村做好拆后
地块利用，对沿岸拆除后的 1.3 万
平方米空间进行绿化美化，增建 2
个停车场、配建 3 个公园、铺设
3.2 公里沿河慢行步道等一批公共
配 套 设 施 ， 让 村 民 共 享 剿 劣 成
果。鄞州区姜山镇的基层河长依
托高校和科技团队，大胆引入了
先进的治水技术，不少项目成为

“首试”。
“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

仅靠河长个人很难完成综合治理的
任务。河长要充分享受法律所赋予
的监督、协调两大权利，让政府及
相关主管部门承担起治理和保护的
责任。”市治水办相关负责人说，

《浙江省河长制规定》 施行后，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相关主管部门未按
河长的督促期限履行处理或者查处
职责，同级河长可以约谈该部门负
责人，也可以提请本级人民政府约
谈该部门负责人。这一套约谈制度
为河长履职、督促解决问题，提供
了有力的法律武器。

全国首个河长制法规10月1日起施行

治水不力，河长可约谈部门负责人

通讯员 王莎 钱晶莹
本报记者 董小芳

“我回家了，总算解脱了，
终于可以告别颠沛流离的逃亡日
子，不用再担惊受怕了。”2017
年 9 月 19 日下午，57 岁的周华
龙被警方押回宁波，结束了长达
21 年的潜逃生涯。至此，在宁
波市追逃办的统一部署下，由中
央追逃办挂牌督办的“红通人
员”周华龙顺利归案。

出逃境外销声匿迹
排查追踪锲而不舍

1986 年，26 岁的周华龙从
部队转业后，进入当时的鄞县政
府机关工作。由于工作表现出
色，1993 年被任命为县政府所
属国有企业浙江华银发展有限公
司下属浙江景宁商贸公司的法定
代表人兼总经理。

在外人看来，周华龙家庭和
睦，年轻有为，前景比一般人显
得美好。虽然他为人低调，但在
当时的大环境下，他带领公司管
理层违规从事期货操作，以期实
现公司快速盈利。不料事与愿
违，期货操作栽了跟头，导致出
现重大损失。1996 年初，公司

期货亏损越来越大，周华龙感觉自
己再也顶不住了，便动起了携款潜
逃的念头。同年 4月中旬，周华龙
对公司会计谎称要去安徽催讨公司
债务，将公司资金 78 万元存入个
人账户，随后携款潜往广东珠海，
准备出境潜逃澳门。为了避免外逃
之事败露，周华龙通过朋友任某的
帮助，冒用他人的身份办理了港澳
通行证，从珠海市拱北海关出境进
入澳门，从此开始漫长的境外逃亡
生活。

据周华龙归案后交代，刚到澳
门时，他就将携带的大部分赃款，
交给一位自称能帮他搞定所谓合法
身份的“本事人”。没想到，钱打
入对方账号后，“本事人”的电话
却再也打不通了，他这才意识到自
己受骗了。后来周华龙通过各种关
系，企图以金钱交换弄到澳门居民
身份证，终究未能得逞。无奈之
下，他被迫四处躲藏，靠打工维持
生计。在此期间，为了掩盖其逃亡
线路和实际落脚点，周华龙作出过
一些反侦查的举动，故意释放“烟
雾弹”，透露自己已经逃到北美，
干扰办案机关调查视线。

案发后，当时的鄞县检察院立
即对其立案侦查，并迅速会同公安
机关组成专案组开展抓捕行动。
1996 年 10 月，公安部对周华龙发

布通缉令。之后的几年中，周华龙
消失在所有人的视线中，但专案组
成员始终没有放弃，寻找一切与其
有关的蛛丝马迹。

兜转回国化名潜藏
追逃天网悄然编织

在逃亡澳门的日子里，周华龙
经常被噩梦惊醒，听到警笛声就紧
张不安。由于不懂英语和广东话，
难以融入当地社交圈子，生活窘
迫，居无定所，靠四处打听经营信
息做些中介生意。1999 年澳门回
归祖国后，周华龙更是觉得无法安
宁，担心逃犯的身份被揭穿，于是
筹划再次外逃。他通过以前的香港
熟人借得一笔资金，费尽周折搞到
一本假中国护照，又花费一笔开
销，化名在东非岛国塞舌尔共和国
宣誓加入国籍，取得所谓的合法居
民资格。2002 年，周华龙以该国
居民身份转道泰国，取得短期的中
国旅行证，悄悄潜回国内。

之后，周华龙通过各种关系非
法取得居民身份证，化名广东省紫
金县南岭镇籍男子“钟立发”，从此
潜藏下来。2007年，他在北京寻找
商机期间，结识了北京籍女子胡某
并同居生活。至此，周华龙以为逃
犯的身份已经“漂白”，从此可以结

束惶恐不安的逃亡日子。依靠女朋
友在北京的资源，他帮助打理些生
意上的事，似乎找回了以前当总经
理的感觉，日子也过得相对稳定。
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一张针对他
的天罗地网，已经悄然编织而成。

2014年9月15日，鄞州区检察
院对周华龙作出逮捕决定。同年11
月 4日，国际刑警组织对周华龙发
布红色通缉令。

2015 年以来，中央追逃办组
织开展“天网行动”，中央追逃办
和省追逃办对周华龙案件进行挂牌
督办，宁波市、鄞州区不断加大对
周华龙的追查力度。

2016年 3月，鄞州警方通过信
息比对，发现了疑似周华龙在国内
活动的迹象。由此，追逃工作的重
点从境外转到国内。

逍遥经商难逃法网
重拳出击终见成效

2017 年夏天，周华龙穿梭于
广东、江苏等地，以“钟立发”的
身份频繁地参加各种商业活动，俨
然一名生意繁忙的成功商人。与此
同时，浙江的追逃工作正在紧锣密
鼓地开展着。

7月21日，浙江省追逃办召开
全省追逃追赃和防逃工作座谈会，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察委
主任刘建超同志强调，要不断强化

“四个意识”，不折不扣落实中央工
作部署，切实增强追逃防逃主体责
任意识，确保追逃追赃工作取得新
进展。宁波市反腐败协调小组迅速
贯彻落实会议精神，重点就周华龙
案件作出明确部署。宁波市、鄞州
区两级成立专门追逃班子，对周华
龙案的相关信息进行重新梳理。

9 月中旬，经宁波市公安局比
对、研判，发现广东省紫金县籍男
子“钟立发”高度疑似逃犯周华
龙，调查工作出现重大转机。鄞州
警方随即派员进行跟踪，寻找抓捕
时机。9月18日傍晚，鄞州警方发
现一可疑男子使用“钟立发”的身
份证登记入住南京市区某酒店，随
即部署抓捕行动，并将对象置于严
密监控之下。19 日凌晨，在南京
警方的配合下，侦查人员进入“钟

立发”入住的客房，将“钟立发”
一举抓获。该可疑男子当场承认，
自己就是已经出逃 21 年的周华龙。
至此，漫漫追逃之路，终于画上了
一个圆满的句号。

“大半夜有人敲门，我就预感
到是来抓我的了。”被抓捕后，周
华龙一直很平静。这么多年，他的
手机开机密码一直是宁波的区号

“860574”。他说自逃亡以来，最念
念不忘的就是家乡。“最想听的话
是宁波话，最想吃的菜是宁波菜，
最想见的人是宁波的亲人。”在看
守所，周华龙再一次闻到家乡菜味
道的时候，留下了悔恨的泪水。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国家
意志和力量的合力运作之下，一切
外逃的腐败分子终将落入法网。国
境之外不是逍遥天堂，“漂白”身
份无法洗清罪名。如今等待周华龙
的，将是国家法律的制裁。

化名潜逃21载 “成功商人”终落网
——涉嫌贪污犯罪“红通人员”周华龙追逃纪实

图为1200平方米的光屏墙，采用LED透明屏动态图像处理技术，将成为宁波重要的形象窗口。（刘波 摄）

周华龙被警方押回宁波。 （钱晶莹 摄）

本报讯（记者王佳 通讯员
周雅飞）昨日，宁波市新四军历史
研究会举行《血战大鱼山岛英雄
群体》一书首发式。

1944 年 8 月，新四军浙东纵
队海防大队在大鱼山岛与日军进
行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恶战，43 名
指战员壮烈殉国。此战后被称为

“海上狼牙山之战”。
因信息缺失等历史原因，大

鱼山岛的纪念碑上原本刻着的是
37位烈士英名，在上海、宁波、舟

山等地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10 多
年的努力下，先后又寻访到 6 位
烈士：储连排、杨昌余、姚炳坤、沈
桂昌、马延安、俞连初，由岱山县
党史部门补刻于纪念碑。

《血战大鱼山岛英雄群体》一
书，全面还原了 73年前的这段悲
壮历史，收集入册的有当年决策
者、指挥者、部分参战突围人员的
亲身回忆、大鱼山岛群众亲眼目
睹的历史片段，以及根据这段历
史绘制的42幅木刻连环画等。

《血战大鱼山岛英雄群体》首发

本报讯（记者董小芳 通讯
员甬纪轩）刚一上班，镇海区庄市
街道就迎来一批“不速之客”，作
风监督检查小组工作人员不打招
呼、突击检查，食堂、仓库、财务账
簿……方方面面，一个不落。

为进一步严明纪律，严防“四
风”问题改头换面、变异反弹，营
造崇廉尚俭、风清气正的节日氛
围，我市部署在中秋国庆期间开
展全市作风建设监督检查。

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检查
除 了 将 独 立 办 公 的 市 、 区 县

（市） 两 级 机 关 单 位 ， 区 县
（市） 行政审批中心，以及乡镇
（街道） 明确为检查对象外，还
明确了五类重点对象，即“五
一”、端午期间监督检查发现问
题的单位，涉及税控发票检查发
现公款购买消费烟酒的单位，企
业食堂、居民小区、民宿农家乐
等易隐藏聚餐的场所，扶贫领域
涉及资金、项目较多的乡镇和行
政村，党风政风监督工作数据报
送长期为零的单位。

检查紧盯公款送礼、收受节
礼、公款宴请等情况，采取明查
暗访、随机抽查的方式，深入被
检查单位办公场所、食堂、仓库

等进行现场检查，暗访部分旅游
景点、高档酒店、农家乐 （民
宿），并抽查财务支出账单、报
销凭证等，坚决查处各种隐形变
异的“四风”问题。

同时，为进一步促进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落地生根，市纪委印
发《关于重申贯彻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的 20条意见》，将以往
零散出现在其他文件中的相关规
定进行分类汇总，明确了包括公
务接待、公务用车、津补贴发
放、经费管理、婚丧喜庆以及其
他事宜等六大方面的 20 条相关
意见，为各单位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划出了“红线”。

“根据目前的检查情况来看，
我市作风建设情况总体良好，但
仍然存在审批程序不够严格、公
车使用登记不规范、公务接待相
关规定执行不到位等问题。”市纪
委党风政风监督室相关负责人介
绍，下一步将在相关问题核实的
基础上提出整改意见，对核实的
问题将以“零容忍”态度严肃查
处，并一律点名道姓通报曝光，形
成有力震慑，坚决抵制“四风”，督
促党员干部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自觉守纪律、讲规矩。

我市开展节前作风建设监督检查

严防“四风”问题变异反弹

新华社北京9月28日电 9
月 30 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
日。当天上午，党和国家领导人
将同首都各界群众代表一起，在

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
篮。

届时，中央电视台、中国国
际电视台将进行现场直播。

向人民英雄
敬献花篮仪式
9月30日上午举行
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