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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老人，何何时不再为就餐发愁时不再为就餐发愁

宁波改革开放40年印迹

记者 冯瑄

一抹抹相融相依的黄绿，让初
秋的宁波，风景越发美丽。

横穿 92 家企业的北仑小浃江
早已告别黑臭，两岸除了翩翩飞舞
的白鹭，还有不少垂钓人。周毅金
是这些“美景”的见证者，他是北
仑戚家山街道“青清果”环保义务
监督员。“味道很重，水体有异样
……邻里街坊对环境有‘疑惑’，
我会第一时间联系附近企业进行沟
通，大家气通了、心顺了，环境才
会更和谐更美丽。”周毅金说。

“青清果”环保志愿者服务队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宁波坚持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两山理论”、全民参与
共同推进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的缩
影。按照市委、市政府“六争攻坚、三
年攀高”的行动部署，我市制定了坚
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计

划，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构成宁波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维度。
监测结果显示，我市今年 1月

至 8 月空气质量优良率为 86.8%，
在全国 169 个重点城市中排第 18
位，首次进入全国二十佳城市通报
之列。近三年，全市县级以上饮用
水源地水质常年保持 100%达标，
居民饮用水水质保持全省第一、全
国领先。

创新突破，执着“生态
优先发展”

作为工业大市，宁波如何让
“青山”和“金山”共赢？

近些年，宁波从顶层设计到全
面部署，坚持生态优先发展理念，
努力构建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
态文化、生态社会四大体系。江

北、北仑、镇海、宁海、象山等 5
区县相继创建成为省级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区，象山还创建成为全国首
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生态
文明建设全面融入我市各地发展的
核心内容。

坚持生态优先发展，离不开最
严密法治的制定和最严格制度的执
行。

在 9000 多平方公里的市域范
围内，一条摸不着的红线正在生长，
它决定着未来宁波“山、水、城”的生
态格局。眼下我市已划定的红线面
积占陆域国土面积的17.3%。

以红线为界，宁波重点区域生
态保护迎来“加速跑”：四明山区
域、象山港区域保护政策法规不断
完善；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海
洋特别保护区生态保护补偿制度逐
步建立。

坚持生态优先发展，离不开生

态体制改革的持续推动。
在全省率先推广“河长制”、

环评登记表备案实现“零上门”、
发布首份临港区域绿色发展报告
……一项项创新改革，为“美丽宁
波”建设注入澎湃动力。

全域治污，守护一方
“蓝天绿水”

每年投入千万元修复水生态，
让“家家户户有活水”；将不符合
镇绿色发展规划的亿元项目拒之门
外……今年宁海前童镇成功入选宁
波十佳“美丽乡镇 （街道） ”。

建设美丽乡村，留住更多“乡
愁”，是宁波近些年坚持全域化治
污的有力佐证。环境质量改善是污
染防治攻坚战的核心，也是推动宁
波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下转第14版】

赢在蓝天碧水间
——推进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的宁波实践

记者 包凌雁 通讯员 陆晶晶

在自行车比赛中，车手需要突
破空气阻力以达到最快速度，处在
前面的“破风手”是全队获胜的关
键 。“ 六 争 攻 坚 ” 中 的 第 一 个

“争”就是市发改委领衔的项目争
速。在这场“抢项目”的比赛中，
仅仅六个人的工业处团队成为攻坚
的“破风手”。

一名优秀的“破风手”，虽然
不会出现在领奖台上，但始终是比
赛中的灵魂人物。在知豆汽车项目
确定落户宁波、新项目即将启动
后，工业处第一时间与对方取得联

系。当时根据有关政策，该项目以
分公司项目审批难度较大，工业处
另辟蹊径，先以总公司申请新能源
汽车资格，然后以扩建形式落户宁
波。通过一次次给出可行性方案，
向上主动对接国家部委，向下落实
宁海各部门，“穿针引线”帮助企
业解决前期一系列难题。短短几
年，知豆宁海基地从一张白纸发展
成为最具智能化、绿色化、高端
化、品质化的现代汽车企业。

今年 3月底，国家发改委组团
来宁波调研，随行的有哈工大的专
家，交流中得知哈工大有可行性项
目寻找落户地。第二天恰逢周六，

工业处副处长高松波带着可行性报
告，搭上最早航班飞赴哈尔滨协商
合作事宜……在“速度越快，风阻
越大；风阻越大，越耗体力”的极
限运动中，“破风手”必须带领团
队寻找机会突破。“六争攻坚三年
攀高大会”召开后，工业处始终处
在“5+2，白加黑”的高速运转
中。“大项目好项目少且珍贵，稍
晚一步，机会就会被别人抢走。”
工业处处长高海军道出“抢”字背
后的意义：始终将投资成效作为衡
量标尺，把龙头项目作为谋划招引
的主攻方向。

前几天，他们重点服务的吉利
汽车终于拿到了新项目的“准生
证”，这让团队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了。“任何重大项目的推进，都可
能遇到企业自身无法协调解决的难
题，这个时候，政府部门不能袖手
旁观，而要主动帮助企业破解难
题。”工业处处长高海军说。围绕
吉利汽车的三个项目，工业处团队

连续跟踪。企业反映电压不稳，工
业处与委内能源局一起立即召集协
调会。

行动上只争朝夕，思路上更需
深谋远虑，平台谋划项目创新同样
考验他们的能力。最近几年，我市
战略性新兴产业异军突起，与工业
处主导的《宁波市战略性新兴产业

“十三五”规划》《加快推进战略性
新兴产业倍增发展的实施意见》及
一系列配套实施细则分不开。工业
处牵头搭建了一批推进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创新平台，及时帮助初创型
企业解决难题。

要做到迎风而立、破风而行，
更需技高一筹。前沿科技资料共
读、每周例会学习、向专家院士请
教……团队中每个人努力逼自己成
为专家。处长高海军博士，对宁波
工业全局运筹帷幄；副处长李珏是
汽车产业的政策专家；副处长高松
波长期专注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郑
冰雪全面了解军民融合相关政策；
郑建铭通过对企业技术中心、国家
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双创平台等
政策的熟悉掌握，指导企业积极申
报；林本平熟悉国家增强制造核心
竞争力有关政策；朱封州已成为推
进重大绿色石化项目的能手。

勇当项目争速“破风手”
——记市发改委工业处团队

本报讯（记者张昊） 明天上
午，由中央文明办主办，中国文
明网、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
宁波市委、宁波市政府承办的 9
月份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暨全国
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 （浙江·宁
波） 交流活动将在宁波文化广场
大剧院举行。

“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
活动在全国已经持续开展十年。
通过发动基层群众和广大网友举
荐、评议、点赞、宣传身边的凡
人善举、平民英雄，形成了月月
推、月月评，好人层出不穷的良
好态势。截至目前，已有 1.2 万
名中国好人上榜。

本月网上“我推荐我评议身边
好人”活动已收到网民举荐的好人
好事线索 239万多件，活动网页浏
览量超过 3900 万人次。在各地文
明办核实推荐基础上，中国文明网
集中宣传展示了 300位候选人的事
迹。明天的活动将现场揭晓 9月份
的中国好人榜。

明天 9时，交流活动将通过中
国文明网、人民网、新华网、光明
网、央视网、央广网“六网联盟”
及浙江文明网、宁波文明网、甬
派、点看宁波等全省数十家媒体网
络直播，宁波电视台 2套社会生活
频道进行电视直播，欢迎广大市民
届时收看。

9月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
明天在我市举行

本报讯 2018 年 9 月 25 日,
宁波市镇海区十五届人大常委会
召开第十三次会议，决定接受魏

祖民辞去宁波市镇海区区长职务的
请求，任命何黎斌为宁波市镇海区
代区长。

何黎斌任宁波市镇海区代区长

拉高标杆扬长补短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

“一线采风”系列报道

国庆节即将来临，宁波
街头节日气氛渐浓。海曙区
综合行政执法局陆续完成了
辖区内各主要道路的国旗悬
挂工作。图为工作人员在开
明街悬挂国旗。

（刘波 沙杉燚 摄）

挂国旗
迎国庆

尚德甬城尚德甬城 礼赞好人礼赞好人

有的仅降3元，有的明降实不降

部分景区门票降价咋就这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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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24日在联合国总部同文在寅会谈

“文特会”为“金特会”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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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文脉续写新章千年文脉续写新章

本报讯（记者周琼 通讯员
丁梦莹 林孝午）“我们要轻轻
抚触婴儿的肌肤，涂抹精油先要
双手摩擦，待微热再按摩婴儿的
背部、手臂、大腿。”宁波老师
细致地辅导，黔西南州贞丰县的
学员们认真听讲，忙着摘录操作
要点。9月13日，海曙·贞丰技
能扶贫培训班在贵州省黔西南州
贞丰县开班。这是海曙区人社部
门联合我市两所培训学校，为贞
丰当地贫困劳动力送上的“技能
扶持大餐”。

来自我市博艺职业培训学校
和成功育婴职业培训学校的老
师们，将就缝纫工和育婴师两
个项目，为黔西南州贞丰县学
员进行系统的技能培训。海曙
区人社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缝纫工易学好上手，且契
合当地传统土布织布行业，而育
婴师发展空间大，家政服务业吸
纳就业能力强，可以充分挖掘当地
贫困劳动力的就业潜力。经过多次
对接，海曙区最终选定这两个培训
项目送教上门。据悉，第一批次有
160名学员参训，在培训完成后，这
批受训学员可达到初级技能水平。

为了破解培训和就业脱节的问
题，在本次技能扶贫行动中，海曙
人社部门还以劳务协作为纽带，当
好贫困劳动力和企业的“红娘”，
组织海曙区岗位需求量大的企业赴
贞丰进行招聘，接收培训合格后有
技能的贫困劳动力来海曙就业。

“将技能送到当地，就是要推
动‘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
贫’转变。通过‘实训+孵化’的
培训模式，为当地贫困劳动力撑起
技能就业的一片晴空，力争实现

‘培训一人，就业一人，帮扶一
家，带动一方’的目标。”海曙区
人社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跨越万水千山
送技能到身边
海曙在贵州贞丰设立技能扶贫培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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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江北记
者站张落雁 通讯员罗秋玲）在国
家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江北区甬江
街道发挥近郊优势，精准施策，推进
环境革命，引入农旅项目。经过两年
多建设，“达人村”横空出世，再现美
丽乡愁。这个以复兴乡村文明为使
命的田园综合体，月底将开门迎客。

北郊片区地处江北城郊，是老
城区最大的“菜园子”，包括 5 个建
制村，占地 3000多亩。然而，随着时
代发展，一系列环境问题出现了，成

为制约区域发展的难题。
产业转型势在必行。2016年，甬

江街道对北郊片区的2500亩土地进
行集中流转，拆除了约4万平方米农
业大棚，450户农户洗脚上田。

美化后的北郊片区，吸引了很
多投资商的目光。可由于靠近庄桥
机场，该片区有限高要求，无法建造
高楼大厦，这意味着很难发展现代
商业。

如何盘活土地，并让农民受益？
甬江街道以高出市场价格 3倍的租
金租回土地，对这一区域进行统一

开发，形成休闲农业和旅游一体化
生态发展路线，未来北郊片区将成
为传统乡愁意蕴的体验地、宁波近
郊休闲的目的地。

“达人村”田园综合体项目由政
府牵头，工商资本注入，加上北郊乡
村参与，集三方之力，对 600多亩土
地进行集中开发，有效推动了产业转
型。经过两年多的规划与建设，该项
目已经从图纸走向现实，先后入选

“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创
建名单和宁波城郊十园。

“达人村”以田园、商业、休闲为

驱动，项目涵盖了宁波集市文化、节
庆庙会、民俗演绎等丰富的内容，游
客可体验原汁原味的宁波“老底
子”。

“村子以土地入股，每年可以分
红，而‘达人村’园区范围内的 18间
老屋，由项目方通过村委会，向村民
统一租用，每年支付高于市场价的
租金，项目开业还能带动村子周边
餐饮、民宿、农产品等三产进一步发
展。”畈里塘村党支部委员唐国军
说。

以“达人村”为核心，甬江街道正
对北郊片区进行全面布局，体育产业
带、文创产业园及北郊郊野公园等项
目，正在陆续推进，“一核一带两园”
乡村振兴新格局逐步形成。

“达人村”引领北郊片区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