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拉高标杆扬长补短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

“后进村”发展有后劲

2 NINGBO DAILY要闻
2018年4月16日 星期一
一版责任编辑/陈 达
二版责任编辑/李国民

本报记者 黄合
通讯员 施晟 林丹

闭塞的村庄，山水的阻隔，禁
锢的是思想。

“农村嘛，猪粪牛粪不是很正
常，随便倒垃圾不就是习惯？”“农
民嘛，懂什么长远规划发展，顾好
自 家 山 林 ‘ 一 亩 三 分 地 ’ 就 好
了”……

七八年前，这些抱怨和牢骚，
慈城南联村的联村干部听了很多
遍。一座一座蜿蜒的山丘，拉长了
南联村民对外交流的距离，也拖慢
了村庄发展变革的进程。和外头的
那些近郊村比起来，这里村民的眼
光格局和自我要求，至少差了五六年。

“这里曾是江北区里有名的
‘难搞村’，每次换届得选个二三

次，不同宗族、派系，拍着桌子、
红着脸吵个不停。”南联村党支部
书 记 傅 海 宏 说 ， 长 期 “ 靠 山 吃
山”，村民习惯了自给自足的小农
经济，要改变有阻力，要发展有难
度。

弯道超车，关键是思路要打
开，理念要跟上。

2011 年，老傅走马上任。点
亮了路灯，修好了马路，改造了自
来水，南联村有了些新变化。但
是，田间地头的垃圾，随处可见的
鸡鸭，臭味四溢的猪粪牛粪……

“污水靠蒸发，粪便靠雨刷”，仿
佛一切还是老样子。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
于南联村来说，除了‘硬件’要跟
上，村民的意识转变、村庄的环境
改善，才是做好‘美丽文章’的头

等大事。”傅海宏说。
截污纳管、畜禽整治、环境整

治……南联村党支部确立了“以环
境论英雄”的立村之道，全村禁止
规模化养畜禽，家家户户进行污水
管道铺设，党员干部带头将所有卫
生死角进行“大扫除”，清运的垃
圾足足装了40多辆农用车。

“真的不一样了，现在村庄干
干净净，夏天连苍蝇蚊子都没有
了。”说起村子的变化，村民毛亚
凤言谈中满是欣喜。更难能可贵的
是，在洁美村庄里耳濡目染，南联
人也改变了随手扔垃圾、倒污水的
习惯，成了美丽新农村的“代言人”。

弯道超车，离不开超前的眼
光、科学的规划。

2015 年 ， 焕 然 一 新 的 南 联
村，并没有忙着推出小打小闹的

“农家乐”，而是邀请宁波大学专家
团队为村子未来发展作详细的规
划，并通过闲置宅基地有偿流转，
以村集体的名义收回那些原本废弃
的老房子，用来吸引高端品牌民宿
入驻。

“做民宿，我们也是门外汉。

就想通过那些成熟的、品牌化的高
端民宿引领，让村民亲眼看看现代
化、有格调的民宿应该怎么设计、
怎么管理、怎么经营，带动村民自
主创业致富。”这本账，傅海宏所
在的村党支部算得很清楚。

没多久，国内知名民宿企业
“隐居”就选择落户南联村。同
时，南联村还跟附近坐拥桃花岭古
道“红色文化”的金沙村、江北党
章学堂所在地公有村组成环云湖党
建联合体，沿着波光粼粼的云湖，
推出各具特色的休闲旅游产品，串
点成线拉长“美丽经济”的时间
线，提升“民宿经济”的附加值。

山，还是那座山；水，还是那
片水。只是，解放思想之后，这里
走上了不一样的发展路。

现在，南联村有了一批铁杆
“粉丝”，一到周末，步道健身、杨
梅采摘、休闲旅游、民宿休憩……
天天车流量破百，客流量 300 多
人。过去默默无名的小山村，开始
有了自己的知名度、美誉度。

红色党建引领美丽经济。南联
村的未来，美着呢！

同一绵延山，不同发展路

江北南联：来一场美丽经济的“弯道超车”

本报讯（俞永均 黄建锋 冯
健） 二维码付款、二维码签到、二
维码会员……昨日，宁波舟山港所
有集装箱码头正式上线集装箱进口
设备交接单无纸化业务，仅凭手机
二维码就能一次性办完提重手续，
实现了集装箱进口提重全程无纸
化，费用结算实时电子支付。

据悉，在传统的集装箱进口提
重 （提装有货物的集装箱） 业务

中，所有的业务单证均为纸质，需
要依靠人工流转。一票货物从到岸
到提货，要经历多个流转环节，整
个流程烦琐、效率低下，不仅耗费
了大量人力物力，还容易造成交通
拥堵，带来安全隐患。

“现在来码头提箱很方便，以
前去车队拿单、码头打单至少要花
上 1 小时。”在北仑第三集装箱有
限公司码头卡口，刚刚办完快速提
重箱业务的集卡司机郭师傅对于以
前的经历深有感触。

2017 年 12 月，宁波舟山港与
市交通委合作，正式启动进出口单
证无纸化项目，借助手机和移动网

络，将传统纸质单证替换为电子单
证，省去了纸质单证多次人工流转
的烦琐手续，同时办单、派单、接
单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

今年 1月，货代在领取到船公
司出具的纸质单证后，将其通过宁
波舟山港电商平台生成的提箱二维
码发送给集卡司机，即可快速办理
提箱业务。两个月后，服务再次升
级，货代凭借船公司出具的放箱二
维码即可在电商平台生成提箱二维
码，办理提箱业务。整个过程中，
电商平台负责码头、堆场、船公
司、货代等之间的信息处理和传
输，实现了货物的实时追踪、全程

监控和在线查询。
“现在，我们坐在电脑前用二

维码就能给车队派单，前后只要几
分钟，速度快且跑单费用也省了。
之前整个流程下来至少要 3 个小
时。”今年 3 月份，宁波保税区捷
达报关有限公司率先试点运行了设
备交接单无纸化，公司业务经理傅
丹琪对使用效果十分满意。

据测算，进口提重全程无纸化
在宁波舟山港全面推广后，每年可
节约燃油 240万升、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 540 万千克、减少用纸量 720
万张，预计节省跑单、燃油费等成
本3000万元。

集装箱进口提重全程无纸化
宁波舟山港这一创新举措为企业年省成本3000万元

本报记者 单玉紫枫
通讯员 姚 波

一场春雨来袭，羊城气温骤
降。但广交会场馆内，人来人往，
春意浓浓。

昨天是第 123届广交会开幕首
日，浙江启鑫新能源的业务员王彩
芬第一次参会，就见识到了中国外
贸第一展的工作强度。“之前听同
事说第一天会比较清闲，下午 2时
多客商才会多起来，但现在眼看快
12时了，水都来不及喝一口。”外
贸新兵小王眼中满是兴奋，“光中
东地区的客人就来了好几拨。”

中美贸易阴云下，以“一带一
路”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客商正成为
广交会上成交新势力。宁波企业应
时而动，八仙过海忙布局。

通过安检后，最先映入眼帘的

便是设计孵化平台 PDC 品质宁波
展区。宁波思颖光电照明科技有限
公司王经理正忙着向外商展示一款
三段调温的灯饰。“欧洲是公司主
要市场，目前来看，美国贸易争端
带来影响较小。”他表示，这次带
来的新产品在功能方面做了进一
步拓展，比如根据室内色温，灯
具可以进行自动感应三段调光。旁
边这款则可以用手机蓝牙控制，与
天猫精灵进行联动，微波感应用户
指令……“此外，我们还增加了交
互性设计，上述这些功能均可以从
灯具剥离出来，附加在客户指定的
任何一款产品中。”王经理表示，
公司希望借此进一步开发中东、南
美及非洲市场。

除此之外，在广交会人员最密
集的设计长廊，我市外贸企业还充
分利用 PDC 展示平台设置“品质

宁波·制造之城”系列展台，分主
题进行整体性推介。无论是月立、
卓力等王牌小家电领衔的“慈溪家
电”，还是世达铝业、创青恒达金
属制品等外贸新生代代言的“新海
曙”，均把创新作为征战全球的通
行证。

以产品细分，进一步开拓新市
场，“老广交”也有自己的心得。

在知名小家电 OEM 商宁波西
摩电器展台前，工作人员倪美丽忙
里偷闲，给记者讲起了生意经，

“你看我们这一款新品智能热水
壶，同样是防爆玻璃材质，同样是
波浪纹外观设计，俄罗斯喜欢胖
壶，欧洲喜欢直壶。硬件、品质条
件情况不变下，外形偏好也能决定
市场。广交会第一天下来，除了美
国客户比较少外，韩国、德国、伊
朗等地的客人都较多，传统市场与

新兴市场供需两旺。”对于市场前
景，她颇有信心，“上午，一个德
国老客户还专门来看我们，光热水
壶就订了四五柜！”

相比小家电企业，资金密集型
能源企业则从产品性能角度为各大
新兴市场“量体裁衣”。宁波欧达
光电有限公司从生产光伏产品起
家，目前已成为集研发、生产、销
售、电站开发和建设于一体的光伏
系统方案科技企业。公司经营副总
裁朱晓蒙表示，对于征战新兴市
场，公司已有一套成熟的产品策
略。比如印度尼西亚岛屿众多，不
方便并网，公司会主推离网系统，
如蓄电池、充电控制器等；对于南
美市场，由于当地政府鼓励自主发
电，公司则会主推太阳能组件，以
高效能的分布式家用系统占领市
场。

第123届广交会昨日开幕

新兴市场客商成为成交新势力

昨天上午，象山西周镇隔溪张
村举行了一场厨娘“笋宴秀”。12
名当地厨娘以时令笋为主题，比创
意、赛手艺，让游客馋涎欲滴。据
悉，此次厨娘“笋宴秀”是该镇第
十届竹笋节的其中一项活动。

（周科 沈孙晖 摄）

厨娘
“笋宴秀”

本报讯 （记者龚哲明 实习
生马昊） 13日至15日，由十二届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
任李毅中带领的中国经济社会理
事会调研组，在甬开展“大数据
促进工业转型升级”情况调研。

在甬期间，中国经济社会理
事会调研组先后考察了均胜电
子、中之杰智能、慈星股份、万
华化学 （宁波）、宁波中车时代传
感等企业。

调研组指出，数据产生于丰
厚的生产活动、社会实践和科学
实践，是创新发展的资源。要坚

持和弘扬科学理念，像开发自然
资源一样开发大数据资源，形成
个性化解决方案，然后应用到相
关的领域、行业和企业，促进产
品提质增效，实现产业转型升
级。宁波作为中国首个“中国制
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近年来
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并
发布了 15 个三年攻坚行动计划，
在推进大数据与智能制造、“互联
网＋”的融合创新方面，规模初
具、成效明显。希望宁波继续做
好相关工作，为我国制造强国建
设提供更多的宁波元素。

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
调研组在甬调研

本报讯（记者冯瑄 通讯员
谢小诚） 同样一个电镀车间，生
产线从 6条变 4条，工人从 60名
减至 40 名，每月的产值却从 60
万元猛增到 250 万元。“这一切
得益于电镀业环境污染的深度治
理。”在昨天举行的宁波市电镀
及挥发性有机物环境污染深度治
理现场会上，镇海创业电镀有限
公司车间负责人说。

近年来，电镀行业为宁波制
造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然
而，企业粗放式发展带来能耗
高、污染重问题，对周边环境造
成严重影响。2016年5月，市环
保局制定方案，计划用 3年时间
对全市电镀行业开展深度治理。

“要从根本上解决电镀业的废水
废气污染问题，还要从源头出
发，全过程治理。”市环保局副
局长郑玉芳介绍，所谓全过程治
理指的是“工艺全自动、设施全
封闭、设备全架空、废水全分
流、效益全提高、管理全加强”。

“说到底，我们就是要通过
这个专项治理，引导电镀企业推
进‘科技争投’，实现绿色发
展。”郑玉芳说。此次现场会
上，代表们分别参观了镇海创
业 电 镀 有 限 公 司 和 鄞 州 电 镀
园。代表们发现，这些改造后
的电镀企业焕然一新：车间抬
高改造可以有效防止废水“跑
冒滴漏”，全自动化的电镀生产
线虽然投入成本高，但带来了高

效率和高产值。
市环保局透露，全市列入深度

治理对象的电镀企业有 184家，共
涉及 2026 条电镀线，现已完成治
理电镀线 801条，正在治理电镀线
1225 条。治理后的电镀企业，较
同等规模未治理企业的污染物排放
量减少 1/3，劳动生产率提高 1/
3，用水量节约 1/3，有效促进企
业绿色发展。

全过程进行污染治理的还有工
业挥发性有机物 （VOCs），它是
当前影响全市大气环境质量的重要
因素。2016 年起，我市对石化、
化工、印刷、涂装等 12 个行业的
700 家企业开展新一轮的深度治
理，力争使企业的 VOCs污染治理
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截至目前，全
市化工企业、大型涂装企业 VOCs
处理效率超过 98%，年减排 1.4 万
吨挥发性有机物。

记者了解到，近几年，市财政
每 年 设 1.5 亿 元 专 项 资 金 用 于
VOCs治理，并成立了由33位专家
组成的专家委员会，“一企一策”
指导企业治理废气。同时，在重点
化工企业 VOCs排风口和厂界安装
VOCs自动在线监测监控装置，在
镇海、北仑、大榭等化工企业聚集
区建设了 VOCs特殊因子自动监测
系统。

按照计划，今年年内我市将完
成 140 家以上工业企业的 VOCs 治
理，全市工业企业 VOCs污染物排
放量较2014年削减30%以上。

生产线从手工变自动化 年产值不降反增

污染深度治理
让电镀企业摘“黑帽”

本报讯（记者徐欣 江北记
者站张落雁 通讯员周旦） 原汁
原味的民族舞蹈、西藏的特色美
食……昨天，“汉藏一家亲 文
化感恩行”宁波-比如23年援藏
情文化交流演出在洪塘拉开帷
幕，为辖区群众送上了一场视听
盛宴。

一个是地处平均海拔 4000
多米的“世界屋脊”，一个是地
处祖国版图东端的沿海城市，比
如和宁波这两个直线距离超过
3000 公里的城市，因为“对口
援建”结下了23年深厚情谊。

1995年以来，宁波共有 8批
37 名援藏干部肩负使命前往西
藏比如县，在“第二故乡”挥洒
汗水。由比如县民族艺术团带来

的 交 流 演 出 节 目 《我 的 援 藏 大
哥》，便讲述了这些最亲最可爱的
援藏干部的故事。“此次演出是汉
藏文化交流活动的首站，还将到象
山、奉化、余姚、北仑等地演出，
充 分 展 现 两 地 人 民 23 年 的 手 足
情。”浙江省援藏副指挥长、比如
县委常务副书记盛悠介绍。

除了反映援藏干部事迹的舞
蹈，艺术团还为现场观众带来了
展现藏族同胞勤劳善良、热爱生
活的 《达布阿谐—打墙舞》《酥油
飘香》《草原喜舞》 等节目。“我
们的舞蹈演员既是牧民也是艺术
家。”比如县艺术团团长杰布介绍
说。

据 悉 ， 此 次 演 出 同 时 也 是
2018洪塘印象艺术节开幕式。

汉藏一家亲 文化感恩行
宁波-比如23年援藏情文化交流演出
首站走进洪塘

图为援藏情文化交流首场演出场景。 （徐欣 周旦 摄）

聚焦“最多跑一次”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