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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延边州电（记者冯瑄 通
讯员赵鹏程） 记者昨日获悉，宁波
驻延边帮扶工作队入驻延边州两个
月后，经过走访调研与谋划，排定
了今年东西部扶贫协作援建项目
82 个，预计带动贫困户超过 3 万
户，带动贫困人口5万人次以上。

产业帮扶是东西部扶贫协作
的重中之重。今年 4 月底，宁波
驻延边帮扶工作队入驻后迅速转
变角色，两个月内走访了全州 8

个县 （市） 的所有乡镇，280 余个
贫困村，近 800 户贫困户。“我们
的项目主要是结合延边州的发展
实际和发展战略，援建资金全部
投向扶贫领域，80%用于产业扶
贫，80%用于四个国家级贫困县，
平均每个国家级贫困县援建资金
超过 4000 万元。”工作队领队娄
国闻说。

记者了解到，82 个援建项目
总投资4.05亿元，其中宁波援建资
金2.07亿元，涵盖农林种植、旅游
开发、电商扶贫、助教助医、就业
培训、创业创新、贫困村公共设施
建设等方面。其中，产业类项目
55 个，总投资 3.3 亿元，安排宁波

援建资金1.65亿元，包括琵岩山风
景区现代农业示范项目、桑黄种植
项目、黑木耳菌包厂项目、象山白
鹅养殖项目等。围绕延边州“旅游
兴州”战略，宁波还谋划了一批旅
游帮扶项目，包括二道白河镇冬季
冰雪产业园项目、头道镇延安村民
宿旅游扶贫项目、万宝镇民俗旅游
扶贫项目等。

“比灵芝还具备药用价值的四
个桑黄种植大棚已经搭建好。”工
作组有关负责人介绍，该项目位于
国家级贫困县和龙市八家子镇河南
村桑黄种植基地，栽培种植桑黄
12 万段，通过“企业+合作社+贫
困户”的经济模式，优先在河南村

206 名贫困人口中雇用劳动力，项
目收益由镇统筹在全镇 1458 名贫
困人口中分配。

已排定的项目中，涉及基础设
施类项目 20 个，包括贫困村脱帽
必须实施的农村饮水工程、卫生室
工程等；交流培训类项目 3个，包
括扶贫专项培训和贫困人口劳动技
能培训等；其他类项目 4个，包括
医疗扶贫、扶贫大数据平台建设
等。

据悉，2018年援建项目 7月份
将全面启动建设。目前，世航灵芝
种植、江南镇田园扶贫、延安村民
宿旅游扶贫等一批项目已经开工建
设。

82个援建项目对口帮扶延边州
援建资金80%用于产业扶贫，预计带动贫困户超过3万户

盛夏时节，日湖公园里种植的荷花进入盛放期。昨
天，不少摄影爱好者来此观赏、拍摄“接天莲叶无穷
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美景。 （周建平 摄）

昨天，鄞州东胜街
道大河社区的志愿者向
少年儿童赠送刚刚出版
的 《青少年网络素养读
本》 系列丛书，希望孩
子们正确使用网络，做
有主见有素养的新一代
文明网民。

（丁安 张巍 摄）

提升素养
文明上网

本报讯（记者黄合 鄞州记者
站杨磊 通讯员鄞组宣） 为农博园
积极协调花木市场事宜，谈判提高
土地资金；为康谱园引进啤酒龙虾
节、学生实训基地、马术训练场、
非遗展示中心等项目；为村级工业
园引进国内知名文创孵化器开展文
创项目合作……几个月来，鄞州区
首南街道桃江村的派驻干部叶青忙
得连轴转，为这个位于城乡接合部
的村庄带来了一连串的好消息。

乡村振兴，离不开一群有眼
光、有能力、有抱负的年轻人。去

年 11 月以来，鄞州区启动“乡村
特派员”计划，专门选配 55 名优
秀机关干部前往辖区各村社担任

“第一书记”，按照每个村的特点派
驻不同单位、不同特长的机关干
部，“因村派员、对症下药”发挥各
自的平台、资源优势，更好地为乡村
振兴战略的落地提供现实路径。

来自塘溪镇的钱春雷被派往自
己的家乡东山村。面对这个矛盾复
杂村，钱春雷的“第一把火”是大
抓村务规范工作，用规范程序来获
取党员对村委会的信任，逐步化解

村内不同利益群体间的矛盾。面对
村民意见最大的环境卫生问题，他
借助镇里的城管力量，连续一周在
凌晨 5时劝阻东山菜市场周边的临
时摊贩，取得了明显成效。“过去
的确是乱糟糟的，钱书记来了之
后，在这块下了很多功夫，为阿拉
村民办了件大实事。”家住菜市场
附近的村民叶新志说。

作为来自宣传系统的干部，派
驻云龙镇陈黄村的施洋到任后，积
极帮助村子总结并推行村党小组

“五小工作法”，推广“书记一点

通”全覆盖，强化和固化了村党组
织先锋引领、服务群众的好传统，
获得市委主要领导的高度肯定和村
民群众的一致认可，一个以“党建
争强、聚力攻坚”为特色的鄞南乡
村振兴示范村有了雏形。

据统计，这批“乡村特派员”
到村后，先后与 2600 余名党员群
众谈话，入户走访 1400 余户，参
加村社各类会议 670余次，帮助破
解了新村建设、物业管理、环境整
治等 90 余项困扰基层已久的发展
难题。

因村派员 对症下药

鄞州“乡村特派员”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徐展新 通讯员
王加廷） 正值奉化水蜜桃采摘的最
佳季节，奉化区林家村的“天下第
一桃园”迎来了一批客人。昨日，
来自宁波、杭州、嘉兴、金华、台
州五座城市果品市场的销售代表云
集于此，参与奉化区政府、宁波市
供销社主办的开摘节，不仅现场签
订产销合作协议，还集体“吆喝”
大规模上市的奉化水蜜桃。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奉化水蜜
桃上市时间早、产量大，预计 8月
下旬才会陆续下市。上午 8时，当
地的交易市场已经热闹非凡，果农
们沿街售卖，喜爱吃桃的顾客可以
零散采购，也可以批量采购，再通
过顺丰速递站点邮寄到周边城市。

“水蜜桃每公斤十元，现场买、网
上购买都可以，今年产量大，价格
很实惠！”交易市场内，一位果农

忙碌地挑选着桃子，头也不抬地告
诉记者。

水蜜桃产量逐年增加，激活
了整条产业链，也在客观上加剧
了业内竞争。奉化水蜜桃推介品
鉴会现场，浙江省供销社主任邵
峰表示，线下批发市场和线上平
台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无序竞争，
需要继续完善合作机制，兼顾经
营者和生产者的经济利益。“一方
面，可以借助农合联的力量众筹
参股；另一方面，可以按照各个
合作社的交易额分配利润，让果
农的生活得到改善。”邵峰笑着告
诉记者，“现在，我给奉化水蜜桃
打 五 颗 星 ， 如 果 实 现 了 共 享 共
赢，我就打十颗星！”

为此，奉化主动迈出探索高档
农产品可持续发展的脚步。昨日，
奉化区政府、区农合联、区水蜜桃
合作社分别“牵手”上海本来生活
科技信息有限公司、浙江省果品流
通协会、中国建设银行宁波分行和
顺丰速递，奉化区旅游委也联合大
众国际旅行社、康泰国际旅行社推
广采摘线路，为奉化水蜜桃产业的
标准化、规范化添加砝码。

开摘节上签订产销合作协议

五城携手“吆喝”奉化水蜜桃

交易市场内，市民在挑选水蜜桃。 （徐展新 摄）

吴启钱

前段时间，笔者观赏了一台
廉政文艺晚会。晚会上多数节目
是“身边人演身边事”，寓教于
美，寓教于乐，发人深思。但有
个小品，笔者认为值得商榷。

这个小品说的是，一个已处
在贪腐悬崖边上的局长，在参观

“清风园”时，从时空隧道穿越，
先到了大贪官和坤的府上，和珅
一顿说辞，使他加速“滑坡”。在
这关键时刻，某县令一顿义正辞
严的教育，又使他幡然醒悟，最
后穿越回来，立刻退赃，守住了
底线。

这是个有创意的小品，创作
者动了不少脑筋，下了不少功
夫，演员表演水平也不低。但笔
者以为，它在思想性上有问题。
一个党员领导干部，能把他从贪
腐悬崖边上拉回来的，不是党组
织多年教育的春风化雨，不是坚
定理想信念的感召，不是对党纪
国法的敬畏，不是对近几年高压
反腐的信服，而是一个封建王朝
小 县 令 几 句 格 言 式 的 “ 教

育”——这可能吗？不够荒谬吗？
自 古 以 来 ， 有 不 少 廉 洁 自

重、勤政爱民的官员，留下过许
多廉政典故和佳话，至今仍让人
受益。在廉政文化建设中，应该
挖掘和用好这些优秀的传统廉政
资源。但无论古代的清廉故事多
么生动，名言警句多有意义，有
个前提不能忽视，即这些东西本
质上都是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服务
的，带有极大的历史局限性，与
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相距甚远，
与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更无法相提并论。一个思想
滑坡的党员领导干部，听了一个
封建王朝小县令几句话就觉悟
了，这不是看低了党员干部的人
格，就是看轻了廉洁教育的严肃
性、复杂性和艰巨性。

夸大传统廉政文化对党员干
部的教化作用，与无视历史文化
对今天的启迪一样，都是偏颇
的。因此，在以古代廉政文化资
源推进廉政文化建设时，如果不
以共产党人的立场、观点和方
法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
改造，不以新时代的标准加以
审 视 ， 而 是 直 接 采 取 拿 来 主
义，就会丢掉共产党人的先进性
这个魂、政治自信这个本，轻则
减弱教化作用，重则出现政治性
错误。

别把传统廉政
文化资源用偏了

本报讯 （记者徐欣 江北记
者站张落雁 通讯员任春） 近
日，记者从江北区民政局获悉，
江北区作为宁波市避灾安置场所
数字化地图查询系统首个试点单
位，市民只需要下载宁波避灾场
所 App， 就 能 找 到 附 近 的 避 灾
点，了解基本情况，点击规划路
线，引导到达。截至目前，该区
70 个避灾点均已纳入 App，可实
现1.5万多人避灾安置。

打开宁波避灾场所 App，就能
看到地图上有不少蓝色圆点标记。
点击避灾点圆点，屏幕上便显示出

避灾点名称、地址以及联系电话
等。遇上需要前往避灾点的情况，
市民可以选择就近开放的避灾点，
点击避灾点基本信息框上的导航，
会显示去该避灾点的行进路线，以
便市民快速到达避灾点。

江北区作为试点，率先将全
区 70 个避灾点纳入电子化地图
中。目前，避灾点的基础信息、
导航等功能已经基本实现。未
来，App 的后台还将实现避灾点
实时接收人数的收集、避灾点剩
余物资数量的显示等，保障市民
的生命安全。

江北70个避灾点
率先纳入电子化地图
可实现1.5万多人就近避灾安置

盛夏
赏荷

本报讯 （记者董娜 通讯员
张子睿） 近日，30 辆丰田陆地巡
洋舰 3956CC 越野车陆续驶入梅
山四海保税物流仓库，再次刷新
梅山港区整车仓储量。“之前，
整个港区月均也就进口三四百辆
车，这几个月进口量激增，5 月
份进口超过 1400 辆，6 月份超过
1000 辆。现在整个港区库存进口
汽车 4000 多辆，都快爆仓了。”
梅山四海保税物流仓库负责人刘
宏说。

记者了解到，库存爆满的一
个重要原因是今年7月1日起，汽
车整车及零部件进口关税大幅降
低。“进口汽车一直占据我国中高
端汽车主要份额，关税降低将会
吸引更多汽车品牌进入中国市
场，加剧市场竞争，同时也会激
励国产汽车品牌加快崛起，推动

汽车企业转型升级。”刘宏告诉记
者：“在关税下调过渡期间，库存
激增给我们的仓储工作带来了很
大压力。在宁波海关的协助下，
不久前我们租到了可停放 3000辆
汽车的仓储空间，在过渡期遇到
的退运、征税等问题，也得到了
及时解决。”

据统计，7 月 1 日新政施行
后，4 天内宁波口岸累计实际进
口整车 1962 辆，日均进口近 500
辆，日均量较关税下调前增长超
过23倍。

对于消费者而言，进口车关
税下降无疑是个大利好。市民张
女士 5 日一大早就来到了梅山，
仔细挑选早早看中的几款车型。

“ 比 起 4S 店 ， 这 里 的 价 格 便 宜
些，比起天津口岸，这边离家
近，方便提车。”

梅山口岸整车进口“井喷”
新政施行后日均进口近500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