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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宁波看宁波央媒

新华社北京 4月 30日电 在
“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劳模本科班学员回信，向他们并向
全国所有劳动模范、向全国广大劳
动者致以节日的问候。

习近平在回信中指出，你们为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
献，被评为劳动模范，如今又在读
书深造，这是对大家辛勤劳动、无
私奉献的褒奖，也是党和国家对劳
动者的关怀。

习近平强调，社会主义是干出

来的，新时代也是干出来的。希望
你们珍惜荣誉、努力学习，在各自
岗位上继续拼搏、再创佳绩，用你
们的干劲、闯劲、钻劲鼓舞更多的
人，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争做新时代
的奋斗者。

习近平强调，劳动最光荣、劳
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
丽。全社会都应该尊敬劳动模范、
弘扬劳模精神，让诚实劳动、勤勉
工作蔚然成风。

让劳动模范有更多机会接受高
等教育，是党和国家对劳模群体的
关怀和厚爱。1992 年，中国劳动

关系学院创办劳模本科班，学员主
要是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和全国先进工作
者。近日，该校劳模本科班的全体

学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了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体会，表达了当好主人
翁、建功新时代的决心。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模本科班学员，
向他们并向全国所有劳动模范、向全国广大劳动者
致以节日的问候

让诚实劳动勤勉工作蔚然成风

人民日报社论

用劳动书写我们的新时代
——写在“五一”国际劳动节

本报讯 （记者易鹤） 昨天，
市委副书记、市长裘东耀会见了
法国尼斯市副市长鲁迪·萨尔一
行。

尼斯市是法国第二大旅游城
市。尼斯狂欢节是法国最有名的节
日之一，已有 700 多年历史，与

“威尼斯嘉年华”“巴西嘉年华”并
称世界三大嘉年华。今年9月底10
月初，尼斯嘉年华将作为 2018 中
欧旅游年官方活动来到宁波，为市
民和游客奉上原汁原味的法式风
情。

裘东耀对鲁迪·萨尔一行远道

而来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我
市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开放基本
情况。裘东耀说，宁波“书藏古
今、港通天下”，是长三角南翼的
经济中心，也是和美文明幸福之
城。近年来，乘着“一带一路”
东风，宁波与尼斯的经贸、旅游

合作越来越密切，希望两市以尼
斯嘉年华活动为契机，携手推动
两市友好交流合作向更高层次更
广领域发展。

鲁迪·萨尔说，虽然第一次到
宁波，但宁波的美丽和活力让人印
象深刻。希望两市通过尼斯嘉年华
活动进一步加深旅游、人文和智慧
城市等领域的合作。尼斯愿意为宁
波加快创新发展、国际化发展提供
积极帮助。

张良才参加会见。

裘东耀会见法国尼斯市客人

为弘扬劳模精神，传递时代正能量，余姚阳明街道富巷社区近日组织
党员志愿者、学生，看望 93岁高龄的省劳模、余姚市杂运食品公司退休
职工张念标。图为小朋友给张爷爷送上亲手制作的礼物并听爷爷讲述过去
的工作经历。 （苏英英 周燕波 摄）

本报记者 黄 程 孙吉晶
通讯员 徐红燕

近日，记者来到宁海县西店镇
岭口村蹲点采访。当天，村文化礼
堂里正在操办一场酒席。村民袁建
立乔迁新居，按照习俗准备办酒席
庆祝。

“想要在文化礼堂办，就得按
村里的规矩来。”岭口村党总支书
记舒瑞表说，桌数 20 桌以内，每
桌酒席成本 1000 元以内，个人人
情不超过 500元，每个环节都有人
跟踪监督，买菜有人跟着，收人情
有专人登记。

深化移风易俗新规下的酒席，
村里已经办了 12 场，村民也逐渐
达成共识。可是在出台之初，推行
遇到了不少阻力。去年 8月底，正

当村民袁建泽要办进屋酒之际，遇
上了新规。朋友办酒都是几千元一
桌，自己的酒却不能超过一千元，

“怕被人家笑话，所以我就想在村
外办。”袁建泽不太好意思地说，
镇里的饭店都已经定好了，“没想
到村书记带着六七个人跑到我家里
来做工作，苦口婆心地劝我回村里
办。”后来，他回村按新规办完了
酒席，算算账，还是这样好，“大
家一样了也就一样了。节省了开
支，也减轻了人情压力。”

移风易俗的工作，喜事还好，
遇上丧事就比较难办。去年，新规
出台不久，舒瑞表的大伯因病去
世，村里人都看着。“村里无论做
什么事，村干部要带头示范，村书
记更要作出表率。”舒瑞表说，他
大伯去世时已是 97 岁高龄，子孙

满堂，但是按照规定，花圈不能超
过 5个，他顶住压力，一个个分配
好。岭口村村民代表舒养林感慨地
说：“以前村里办丧事，动不动花
圈就上百个，要不是书记顶住压力
推行新规，97 岁老人去世时几百
个花圈很正常。”

跟我市很多农村一样，岭口
村的老年人比例较高，村里 60 岁
以上的老人有 417 人。今年 69 岁
的 潘 玉 林 是 岭 口 村 老 年 协 会 会
长，他坦言，多少年来，丧事都
是各家各户自己安排的，如今要
管理，确实不容易。所以，平日
里，他经常和协会其他 4 位老同
志一起，做着这方面的劝说、解
释工作。

记者在岭口村蹲点期间，村
里还通过村民代表大会，选举产

生了 3 名移风易俗监督员。“村里
大大小小的工作很多，移风易俗
虽说已经取得一些成效，但仍然
不能放松。”舒瑞表说，通过选举
产生监督员，赋予他们监督的权
力，希望把移风易俗工作继续深
化。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清明节，香
烛、炮仗全都没了。随着风气的转
变，村里一家开了五年多的花圈店
关门歇业了。“电子花圈，三四百
一个，以前有的丧事一下子摆着一
百多个；鲜花花圈，五百起步，贵
的要好几千，也摆得满满当当。这
里头的浪费大得惊人！”村治调委
员会主任舒迎春说，新规带来的变
化，大家看在眼里，自己回家算算
账便更加明白了，“现在每个人都
支持、称赞。”

移风易俗在岭口

听劳模爷爷讲那过去的事情

新华社杭州4月30日电
新华社记者 魏一骏

杭州湾海面上，一座大桥如长
龙卧波。

2008 年 5 月 1 日，杭州湾跨海
大桥正式建成通车。

十载光阴飞逝，建成通车以
来，大桥提升了运输效率，带动杭
州湾南北两岸区域经济飞速发展，
提升了长三角一体化和开放程度；
同时，随着更多中国桥梁的陆续建
成，其现代化养护管理也为其他工
程积累了宝贵经验。

10年通行车辆1.2亿辆
减排降本成效明显

急流速、高盐分……种种自然
条件的阻碍，让杭州湾两岸千百年
来只能遥遥相望，南来北往只能选
择向西绕行。

经过长达 10年的设计筹建、4
年多的建设，2008 年 5 月 1 日，南
起宁波慈溪，北抵嘉兴海盐，全长
36 公里的杭州湾跨海大桥绘就了
苏浙沪2小时交通圈。

“通车 10年来，大桥共通行各
类车辆1.2亿辆。”杭州湾跨海大桥
管理局党委委员王军说，这为许多
人节约了时间。

除了时间成本的降低，能耗减
少同样显著。根据相关机构测算，
自通车以来，杭州湾跨海大桥为社
会减少能耗成本约114.57亿元，减
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396.95万吨。

“这些年来，车流量不断增
加，司机素质也在提高，比如在
大桥上违章停车观光的车辆越来
越少。”宁波高速交警五大队副大
队长水心胜说。

水心胜自己的生活也因大桥
而改变。“大桥通车前我在上海当
兵，回慈溪看女朋友要换好几趟
车，花四五个小时。”水心胜说，
如今大桥已成为自己工作、生活
的一部分。

激发区域经济新动能
加快长三角融合发展

位于大桥南岸的宁波杭州湾
新区内，满载着新出厂汽车的运输
车来来往往，智能终端、芯片制造、
通讯产业等项目纷纷落户……而
10 年前这里是一片以养殖、晒盐
等为主的滩涂。

“杭州湾新区的崛起是‘大桥
经济’的最好写照。”杭州湾新区党
工委负责人说，大桥让新区占据了
区域格局中的“黄金区位”，这一优
势成为许多企业落户的原因。

2017 年 实 现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450 亿 元 ，工 业 总 产 值 1570.3 亿

元，财政总收入 133.6 亿元……自
2010 年成立以来，杭州湾新区主
要经济指标保持 20%以上的年均
增长率，这座“大桥带来的新城”已
成为浙江省内经济增长最快的区
域之一。

大桥北岸的嘉兴海盐县，也从
曾经的“交通末梢”一跃成为连接
上海和宁波的枢纽。海盐县副县长
陈建平表示，海盐将进一步抓住机
遇，接轨上海、融入杭州湾大湾区
建设，同时积极推动本地企业与欧
洲企业合作，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得益于大桥通车带来的交通
格局改变，宁波舟山港吸引了杭州
湾北岸腹地众多工厂、物流企业
等。

杭州湾大桥发展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孙海虹认为，大桥打破了资
本、技术、信息、劳动力等要素的行
政区划局限，优化了大桥周边区域
的产业布局，促成长三角更多的市
场交流和发展，推进区域内市场一
体化和对外开放度不断提升。

积累运营管理经验
转化智慧养护成果

巨大的通行量、复杂的自然环
境……给大桥的管理和养护带来
严峻挑战。然而 10年来，大桥范围
内的交通事故发生率、伤亡人数、
直接经济损失等均低于浙江全省
高速公路的平均水平。

“我们对大桥的管理是在不断
摸索中进步的。”王军说起一个让
他印象深刻的案例：冬季遇到冰雪
天气，本就气温更低、结冰速度更
快的桥面就会面临更大安全隐患，
这时一旦封桥，将给春运路网的整
体运行和旅客出行带来极大不便。

“在保证安全和畅通的前提
下，我们摸索将 3 条车道压缩为 1
条车道，让车流不停碾压路面，使
积水无法结冰，结果证明虽然通行
速度受到一定影响，但比简单‘一
封了之’更加科学。”王军说。

在 杭 州 湾 跨 海 大 桥 监 控 中
心，记者看到覆盖全桥的 419 路
监控视频画面实时在大屏幕上展
示，值班信息、桥面气象、施工
情况等信息一目了然。

“今年清明小长假大桥车流量
同比上升，但事故数同比下降
15% ， 除 了 工 作 人 员 高 效 保 障
外，‘智慧大桥’的建设功不可
没，电子巡逻主动发现率高达
94.17%。”杭州湾大桥发展有限公
司营运监控部经理吴承隆说。

今年年初，宁波市公路局路
桥工程处以最高综合得分中标港
珠澳大桥部分路段的主体工程土
建日常养护权。“对杭州湾跨海大
桥的 10年养护管理经验，为此次
中标奠定了基础，对大桥的养护
也实现了技术和人才的输出。”宁
波市公路局路桥工程处处长钱高
科说。

大桥横架飞虹
十载显现峥嵘
——杭州湾跨海大桥建成通车十周年

本报讯（记者余建文 通讯员
李传斌）昨天下午，成队渔船陆续
回到石浦港，收网上岸，结束春捕
作业。从今日12时起，我市4650艘
渔船将进入伏季休渔期，最长休渔
时间为4个半月。

根据浙江省 2018年海洋休渔
禁渔通告相关规定，今年我省休渔
作业类型为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
类型。其中，单船桁杆拖网（桁杆拖
虾）、笼壶类、刺网类、围网类及船
敷箕状敷网作业休渔时间为5月1
日12时至8月1日12时；除单锚张
纲张网（帆式张网）外的其他张网
休渔时间为 5 月 1 日 12 时至 8 月
16日12时；单锚张纲张网（帆式张
网）、拖网类及其他未列举海洋捕
捞作业休渔时间为 5 月 1 日 12 时
至9月16日12时。

与去年相比，今年我省对捕捞
辅助船休渔时间进行了微调，原则
上为 5 月 1 日 12 时至 9 月 16 日 12
时；特别增加了韭山列岛、渔山列

岛、舟山渔场、温台渔场等 10个产
卵场保护区禁渔期，禁渔时间为 4
月1日12时至8月16日12时。

市渔政部门负责人介绍，伏休
一周后至 8 月 1 日，全市水产交易
市场、农贸市场、超市、临时摊点等
各类市场和饭店、大排档等餐饮场
所禁止销售带鱼、大黄鱼、小黄鱼、
银鲳、鲐鱼、三疣梭子蟹、龙头鱼、
虾蛄等 8 种海洋捕捞冰鲜或者活
体水产品。

伏休期内，市县两级渔政部门
将联合海警、公安边防等部门，常
态开展海上联合执法，严厉打击涉
渔“三无”船舶、偷捕渔船和非法销
售、转载渔获物等行为，对构成犯
罪的，一律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陆上将联合市场监管、
经信、商务、城管等部门大力开展
联合巡查和突击检查，依法查处各
类非法购销、代冻违禁渔获物行
为，对全面禁渔期间市场上出现违
禁渔获物实施“零容忍”。

今起东海全面进入伏季休渔
偷捕或销售违禁渔获物将依法追究刑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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