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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俞永均 通讯员王惠珍）
得力集团平均每天研发出3个新产品，其中
省力型订书机最近通过“浙江制造”认证，
获得文具行业首张“浙江制造”认证证书；
宁波中车时代传感技术有限公司在轨道交通
屏蔽门系统产品标准中引入“功能安全”要
求，这在欧洲都属于高要求……据来自宁波
市质监局的消息，截至昨日，我市共制订品
字标“浙江制造”标准 58 项，已发布 40
项，获认证证书25张，数量居全省第二。

2014 年 起 ， 我 省 在 全 国 率 先 启 动 了
“标准+认证”的“浙江制造”区域品牌建
设工程，借鉴德国、瑞士等发达国家的经
验，让“浙江制造”成为高品质的代名词。
作为制造业大市，宁波精准梳理产品质量达
到国际先进、国内一流水平的优势产业、龙
头企业、拳头产品，分年度确定“浙江制
造”品牌培育对象，实施品牌培育推进计
划。“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
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为此，我们
要坚持把提质增效放在首要位置，加快推动

质量变革。”市质监局负责人表示。截至目
前，全市已有 191 家企业、278 个产品入选
品字标“浙江制造”品牌重点培育梯队，优
势产业品字标“浙江制造”品牌培育覆盖率
在95%以上。

在 2017 年第一批“浙江制造”标准制
修订计划中，我市有日升集团的智能户外高
压交流真空断路器等 11 个标准入选，占全
省的六分之一多。“标准是制造业的制高
点，谁掌握了标准的话语权，谁就占据了制
造的制高点。”日升集团负责人介绍，近年
来，该公司参与起草和制修订了 50 余项有
关户内外智能产品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执笔起草浙江省智能电网输配电设备“十三
五”发展规划，“通过标准制订，极大地提
升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今年 4 月，公牛集团制订的 《家用和
类似用途插头插座》 标准在全国实施。据
公牛集团转换器事业部产品副总经理邓跃
胜介绍，新的插座国标增加了安全保护门
结构，“即使小孩拿着一个铁棍在这个保护
门里捅，也是捅不进去的，不会接触带电
部件。”目前，公牛的新标插座已遍及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今年以来，海伯精密机
械制造、埃美柯铜阀门、博信机械、新海
集团等 13 家企业纷纷加入品字标队伍，甬
企新增“浙江制造”认证证书数量位居全
省第一。

“浙江制造”引领宁波质量变革
已制订品字标“浙江制造”标准五十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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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何峰 通讯员董艳琳） 日
前，从全市乡村全域旅游示范区复核会上传
来消息，我市首批乡村全域旅游示范区今年
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引进重大项目，产
业要素集聚发展，品牌效应初步显现，截至
10月底，游客量比去年同期增长28%，旅游
业增加值占当地国内生产总值均超过 15%。
3年内，我市将建成20个左右的乡村全域旅
游示范区。

我市去年在国内率先推出乡村全域旅游
示范区创建，象山茅洋乡、江北北 山 区
域、奉化大堰镇、宁海胡陈乡被认定为首
批乡村全域旅游示范区。自创建开始，4

家示范单位投入资金近 15 亿元，改善乡
村旅游环境，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智
能旅游系统，丰富产业业态，乡村旅游面
貌焕然一新，服务水平及接待能力明显提
升。

今年年初，随着鄞州横溪镇、余姚大岚
镇、镇海九龙湖镇、北仑春晓街道、宁海桑
洲镇成为创建单位，我市乡村全域旅游示范
区创建队伍进一步扩大。此外，示范区探索
出的经验和模式，起到示范引领作用，促进
了我市乡村旅游转型升级。乡村旅游成为我
市旅游产业的重要增长极，补上了全域旅游
最大的一块“拼图”。

乡村全域旅游示范区开始“加速跑”
游客量同比增长28%，旅游业增加值占当地GDP超过15%

前天，鄞州区城南社区正在开展十九大精神宣讲活动。由社区
党员担任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员，结合展板上的文字图片，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为居民群众和辖区企业员工宣讲十九大精
神。 （丁安 练丹妮 摄）

社区里的宣讲员

本报记者 张昊
通讯员 陈葛泉成

“恍若兮乘船，桂棹兮采莲。”划船社
区，一座“诗意栖居”的社区。

当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激越鼓
点擂响，划船人在思索：新时代如何展现
新作为？他们把社区居民的利益摆在最高
位置，在“离居民最近的地方”进行社区
治理的探索。

划船社区以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创
新，深化推进“俞复玲365社区服务工作法”，
不断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让

服务居民成为基层党建的温暖底色。加强社
区治理体系建设，把社区打造成和谐幸福的
美好家园。

徜徉荷花庄，社区居民一张张朴实
而灿烂的笑脸告诉我们——

划船社区，正在划向美好生活！

一个党员一面旗：

引领党心民心
社区是一艘船，而桨就在党心民心。
去年，以划船社区为核心，通过整合

周边区域党建资源，涵盖社区、机关事业
单位、股份经济合作社等6种形态55个基
层党组织，划船党建综合示范区建成，形成
了一个各领域党建共建共享的“联合舰
队”。

从 社 区 的 “ 船 长 ” 到 舰 队 的 “ 队
长”，俞复玲又多了一个新的身份——综
合示范区联合党委书记。她告诉记者：

“目前，我们正在建设联合党委服务中
心，建立‘区域党建工作联席会议’、社
区与辖区单位党组织共驻共建等制度，联
合党委成员及各党组织代表定期召开‘圆
桌议事会’，共议辖区发展事务，有资
源、有能力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老小区停车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划
船党建综合示范区成立后，整合辖区资
源，积极采取小区挖潜、错时共享等措施
助推破解难题。划船社区与周边的嘉汇国
贸等单位协商，后者夜间向小区居民开放
停车位，采取包月方式错时停车，大大缓

解了停车难。
党建抓实了就是凝聚力，就是战斗

力。“一个党员一面旗，已成为划船社区
的红色共识。”俞复玲说。划船社区将
447 名在职党员分到 5 个联络片组、90 个
联络小组，在 12 类贡献岗位中亮身份、
践承诺、认领微心愿，话家训、立家风，
进一步发挥基层党员的先锋作用。

社区老人常说，有了党员，居民就有
了主心骨。老党员朱美琴自发照顾五保老
人柴如燕，一做就是 26年。党员朱桐英主
动与残疾人葛明德结对子，跑了 10 多家
单位帮他实现就业，现在葛明德又把这份
爱心传递给其他残疾人。“服务不下班，
党性不退休”真正在划船社区落地生根。

365工作法：

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

今年 6月，家住划船社区的“面条女
孩”邱一楠，受邀走进央视 《向幸福出
发》栏目演播厅，向全国观众讲述自己从
重度脑瘫走向美好生活的故事。

邱一楠出生时便患脑瘫，全身软软
的，无法像正常人一样站或坐，人们怜惜
地称她为“面条女孩”。为了给一楠看病，
母亲花光了家里的积蓄。2014 年，俞复玲
鼓励一楠进入社区“梦工坊”助残综合服务
中心进行康复训练。经过不断训练，一楠的
身体逐渐恢复。 【下转第3版】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划船实践”

开栏的话
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以来，我市各级

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满怀喜悦之情，将
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
务抓紧抓实抓好。从今天起，本报开设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基层行”专栏，集
中报道我市各地各部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推进改革发展的新思路、新举
措、新成效，充分展示十九大精神在宁波
的生动实践。敬请关注。

本报讯 （记者易鹤） 昨日上午 8 时 57
分，江北区庄桥街道李梦小区附近一腾空的
待拆迁区地块发生爆炸，爆炸冲击波造成附
近部分建筑物不同程度受损。市委副书记、
市长裘东耀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挥处置工
作。他强调，当务之急是全力救治受伤人
员，尽快查明事故原因，进一步强化安全隐
患排查，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据初步调查，截至昨天 20 时 50 分，爆
炸事件已造成 2人死亡，4人重伤，15 人轻
伤，2人失联，另有部分周边受影响群众留
院观察。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事故发生后，宋越舜、施惠芳、黎伟
挺、褚银良及张良才和公安、消防、安
监、卫生、住建、城管等部门负责人立即
赶赴现场。根据现场情况，市区两级联合
成立了事件应急处置指挥部，由常务副市
长负责，下设现场搜救组、医疗救治组、

善后安置组、社会维稳组、心理疏导组、
新闻发布组等 6 个应急处置小组，负责各
项具体应急处置工作，目前各小组工作正
有序开展。

随后，裘东耀赶赴医院，看望慰问受
伤人员。他要求卫计部门组织最强医疗专
家，全力做好伤员特别是重伤员的救治工
作。

之后，裘东耀在江北区政府召开“11·26
爆炸事件”处置紧急会议。他强调，要继续
做好现场搜救工作，确保不漏一人，同时做
好隐患清除工作，坚决防止发生次生灾害。
要迅速查明事件原因，调查结论及早公布于
众。要抓紧做好善后安抚工作，有效化解不
稳定因素。要高效做好新闻发布工作，正确
引导社会舆论。

昨天下午，裘东耀再次赶赴事件现场，
勘察研判并部署相关工作。

裘东耀紧急部署“11·26爆炸事件”
处置工作

全力救治受伤人员
确保人民生命安全

本报讯（记者易鹤） 昨天下午，我市
紧急召开全市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会
议传达了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车
俊，省委副书记、省长袁家军等省主要领导
的指示批示精神。裘东耀出席会议并讲话。

车俊在批示中强调，要全力救治伤员
并做好善后，尽快查明爆炸原因，防止次
生灾害，及时向社会发布信息。袁家军在
批示中强调，要迅速查明原因，全力救治
受伤人员，做好家属安抚工作。

裘东耀在会上强调，公共安全事关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事关城市形象，一定要高
度重视，来不得半点疏忽大意。全市各地要
迅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重要批
示精神，立即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坚决消除
各类安全隐患，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裘东耀指出，今年以来，全市各级扎
实推进党的十九大维稳安保工作，积极开
展公共安全包括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
消除了大量的安全隐患，但安全隐患是动
态的，是在发展变化的。各地各部门必须
正视“11·26 爆炸事件”反映的问题，
痛定思痛，举一反三，进一步增强做好安
全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裘东耀强调，安全是改革发展的基
础，也是最大的民生，要始终把安全作为
一切工作的底线。一要高度重视公共安全
包括安全生产工作，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十
九大精神上来，统一到省委、省政府领导
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全面深入开展
公共安全包括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切
实把安全隐患排查彻底、整改彻底。二要
全面深入开展公共安全包括安全生产大检

查，重点围绕危化品、消防、道路交通、
群租房、待拆迁地块、油气管线等重点领
域，突出检查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切实
加强应急救援演练，坚决做到检查全面覆
盖，隐患全面整治，执法全面加强，切实
以铁的纪律、铁的手腕、铁的决心，整治
安全隐患。三要切实把公共安全包括安全
生产工作落到实处。保一方平安，是一项
重大的政治责任。各地各部门要把维护公
共安全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主要领
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认真落实安
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
管、失职追责”和“三个必须”工作要
求，逐级压紧压实安全工作责任，确保我
市公共安全包括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宋越舜、施惠芳、褚银良及张良才出
席会议。

全市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迅速开展大排查大整治
坚决消除各种安全隐患
车俊袁家军作出批示 裘东耀作部署

“向第一代民营企业家致敬”系列报道

王文鉴：不忘初心 实业报国

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甲骨再次“惊”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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