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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员
周国亮） 记者昨天从宁海县公安局
获悉，今年以来当地警方严打涉黑
涉恶犯罪，已打击处理恶势力集团
4个、恶势力团伙14个，破获涉恶
案件72起。

“一直以来，我们对黑恶犯罪
是坚持‘露头就打’。”宁海公安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
们强力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其
中，“刘天欢涉嫌黑恶犯罪团伙案
件”更是成为我省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十大典型案例之一。

据悉，2015 年以来，刘天欢
涉嫌黑恶犯罪团伙为攫取非法经济
利益，长期盘踞在宁海县一带，开
办宁海天峰投资公司，通过“虚增
债务”“制造银行流水痕迹”“胁迫

逼债”“虚假诉讼”等方式大肆实
施“套路贷”犯罪。在收债过程
中，该团伙有组织实施非法拘禁、
开设赌场、敲诈勒索、诈骗等违法
犯罪活动，疯狂敛财近千万元，受
害群众近 200人，严重破坏当地正
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和经济秩序，社
会影响十分恶劣。

今年 1月，我市公安机关根据
群众举报，统一协调指挥，打掉了
这个犯罪集团，抓获犯罪嫌疑人
20名，破获案件40余起。

又讯（记者王晓峰 鄞州记者
站杨磊 通讯员黄军） 鄞州扫黑除
恶办日前召开新闻通报会，介绍鄞
州今年以来扫黑除恶情况。

记者从会上获悉，9 月 17 日
晚，鄞州区组织开展了“钱潮三
号”扫黑除恶集中统一收网行动，
抓获犯罪嫌疑人 65 名，查扣非法
资产 400万余元，一举端掉了以王
某为首的网络赌博团伙、以欧某为
首的开设赌场团伙和以焦某为首的

侵犯公民信息团伙等多个犯罪团
伙。

在这些犯罪团伙中，以焦某为
首的侵犯公民信息团伙特别引人注
目。当晚，警方在全国 17 个城市
对焦某团伙集中收网，抓获犯罪嫌
疑人 15 名。据悉，2017 年底，鄞
州警方在侦破一起“套路贷”案件
时，从嫌疑人口中获悉，精准“套
路”背后有信息支撑。就此，警方
盯上了这个以焦某为首的侵犯公民
信息团伙。调查发现，这个团伙通
过微信贩卖机动车档案、车辆抵
押、行车轨迹等近万条车辆信息。
信息来源为“内鬼”作案窃取，然
后层层加码转卖。目前案件正在进
一步审理之中。

截至目前，鄞州共打掉涉黑涉
恶团伙 48 个，打处黑恶类犯罪嫌
疑人 930 人，摧毁犯罪集团 3 个；
在“二手车”“套路贷”等新型黑
恶犯罪打击上，共对 342人采取刑
事强制措施。

又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员段
晓鹏 钟陶行） 海曙公安分局日前
也召开新闻通报会，通报了今年以
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情况。

记者从会上获悉，自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海曙公安全警
动员、重拳出击，在重点位置、区
域、场所，采取悬挂横幅、张贴标
语 、 LED 电 子 屏 滚 动 播 放 等 形
式，着力提高社会知晓度。同时，
他们又结合“千警下基层、万警大
巡访”专项行动，组织警力对重点
行业、场所和主管部门进行集中走
访宣传，“面对面”宣讲专项斗争
的有关政策、法规，“点对点”征
集黑恶犯罪线索。

截至目前，海曙公安已打掉
涉恶犯罪集团 3 个、涉恶团伙 48
个，抓获团伙成员 338 人；破获
涉黑恶案件 48 起，移送起诉犯罪
嫌疑人 175 名；扣押、冻结非法
资产 43.3 万余元；5 起督办案件全
部告破。

我市严打涉黑涉恶犯罪
宁海一案件成我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典型案例

盛翔

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印发
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
2022年）》。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的总要求，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擘
画了时间表、路线图。为助力乡村
振兴，在第六届淘宝村高峰论坛新
闻发布会上，阿里巴巴发布了《阿
里巴巴助力乡村振兴报告》。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乡
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
一项重大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
历史性任务，也是新时代“三农”
工作总抓手。办好这件大事，需要
政府部门积极作为，同样需要全
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尤其是企业，
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

结合自身特点，发挥特长优
势，助力乡村振兴，既是企业不可
推卸的社会责任，又是企业发展
的重要舞台。在“三农”领域，阿里
巴巴一直有着积极的探索和实
践。农村淘宝项目已覆盖全国 30
个省域约 1000 个县，有 6 万名乡
村服务人员。很多的淘宝村、淘宝
镇，借助互联网平台实现了经济
发展，改变了乡村面貌。

众所周知，乡村要振兴，很重
要的一点，就是要振兴乡村经济。
要让农民能够依靠土地致富，要

让农民种田种地有利可图，要让农
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要让农民成
为体面的职业。只有当农民也可以
成为体面的职业，乡村才能成为安
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只不过，仅仅依靠传统老办法，
振兴乡村经济作用相当有限；更为
贴近市场的现代企业，能让乡村走
出闭塞，认识新生的事物，把握时代
的脉搏。比如，阿里巴巴未来 5年准
备投入100亿元参与脱贫攻坚，拟从
电商脱贫、教育脱贫、健康脱贫、生
态脱贫、女性脱贫等五个方面重点
推进。这些方面或是短板，或是重
点，有望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可行
路径。

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农
业必须“触网”，农村必须“有网”，农
民必须“懂网”。通过淘宝村等方式，
让“新零售”促进乡村振兴；发展乡
村互联网金融，让“新金融”支撑乡
村振兴；推广电子商务等新型技术，
让“新技术”驱动乡村振兴；通过乡
村教师计划等，让“新农人”服务乡
村振兴……

凡此种种，不是别的，正是数字
时代的“新乡村基础设施”。振兴乡
村需要从这些“新乡村基础设施”上
着手，补齐短板，重点突破，进而升
级乡村基础设施，升级乡村网商能
力，升级乡村服务体系，升级乡村双
创环境。因此，特别需要更多企业积
极参与。

期待更多企业能像阿里巴巴那
样，深入乡村，服务乡村，助力脱贫，
助力振兴。这不仅将为乡村带去资
本，带去就业岗位，更重要的是，将
为乡村带去新的基础设施和新的发
展理念，实现农村生产要素的重新
组合和最优配置。只有更多企业来
服务乡村，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才
能更顺利地实现。

助力乡村振兴
需要更多企业参与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戚音） 日前，宁波职业技术学
院阳明学院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
的 48 名大一新生，在开学仪式
上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两家
知名企业和学院及学生本人三方
签约，企业与学校将共同制定工
学交替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
案，共同培养高端技术技能人
才。这些学生将成为企业的“准
员工”，毕业后进入签约的企
业，成为公司的正式员工。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阳明学院
位于余姚市，由余姚市政府和宁

职院于2010年合作共建。宁波神通
模塑有限公司是一家全球化的汽车零
部件供应商，主要致力于汽车高光塑
料玻璃、发动机部件、汽车内外饰
件、高精密模具等的研发与制造。宁
波舜宇模具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致
力于注塑模具研发、设计、制造和
汽车内饰功能件产品开发、制造、
加工组装等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宁波舜宇模具股份有限公司这
次与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的 24 名
新生签约，目的是通过与学校联合
培养，为企业的转型升级储备智能
制造技术技能人员。

宁波神通模塑有限公司今年预
计产值突破 20 亿元，急需大量的
高技能一线人才。今后三年，公司
将安排师傅对 24 名学生进行一对
一的辅导，为企业量身定制生产一
线急需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吃香

宁职院48名新生
签约成为名企“准员工”

本报讯（记者余建文 奉化记
者站严世君 通讯员洪建球） 最
近，新落户奉化宁南物流贸易区的
星宇电子 （宁波） 有限公司投资近
亿元的年产 375 万件/套流体自动
化控制元件项目正在加紧进行新厂
房的桩基施工。项目从 8 月 8 日土
地摘牌到 8 月 31 日取得施工许可
证，仅用了 23 天，公司董秘郑雪
伟欣喜地说：“区里新的‘统办
制’帮公司节省了 5 个月‘跑审
批’时间，预计明年底新生产线就
可投入使用，这对公司加速实施
IPO计划至关重要。”

好不容易引进的投资项目，早
一天开工投建就帮企业多产出一分
效益。今年 7月，奉化区打破原先

部门化、窗口化、被动式的审批固
定模式，在全省率先推出企业投资
项目统办制，全程代办、全程协
调、全程监督，跑出审批改革加速
度，部分项目在宁波大市率先实现
开工前审批“最多59天”。

奉化撤销了原基建窗口，新设
的区统办中心把各部门“拧成一股
绳”，为企业提供“网络外卖式”
上门服务。“每名统办员负责一个
项目，为企业定制个性化的统办方
案，全程代办。”区审管办相关负
责人介绍，区里还率先实施“标准
地+承诺制”、桩基先行、消防后
置、先设后立、设审同步、多证联
办即办等一系列“绿波带”服务举
措，打造项目审批“高速路”，平

均为企业每个环节节省近三分之一
的时间。

除了“跑腿”，统办员还是流
程管理员和审批协调员，通过实施

“1 对 1”包干制、“6+X”会商会
审、“领导坐堂”等创新举措，迅
速精准地解决项目落地中的急办、
难办问题。瑞凌辐射制冷超材料项
目最初过渡厂房不符合生产线的高
精度要求，区委区政府获悉后立马
召开协调会，2天就帮企业找到了
符合要求的新地块。截至目前，已
有 8 名区级领导“坐堂问诊”，协
调解决15个疑难问题。

在奉化，每个审批项目设有单
独的统办周报，并组建一对一的服
务微信群，工作人员 24 小时待命

答疑。项目每周的进度、各部门的
服务质量等在周报中记录得一清二
楚。统办员夏炳枫介绍：“这周报
也是监督服务的‘效能账’，一旦
哪个环节有‘卡壳’，及时上报给
区领导，由纪委出面进行谈话训
诫，杜绝审批渎职。”宁波锋成石
油双亲石墨烯项目在签约的第一天
便建立了“锋成工作群”。企业经
办人说，从小型实验室的选址装修
到土地的招拍挂，大小事情群里的
对接人员有问必答。

截至目前，奉化区统办企业投
资项目 26 个，其中已开工 11 个，
全流程审批平均时限为55.6个自然
日，较之前传统模式平均缩短 70
天。

审批“统办制”：跑出项目落地“奉化速度”

本报讯（记者俞永均 通讯员
甬志轩） 作为宁波首批试水农产品
质量安全“保险+服务”模式的合
作社之一，鄞州区农乐果蔬专业合
作社自今年 5月与人保财险鄞州支
公司签订保险合同以来，“农乐”
果蔬在三江超市等连锁超市渠道销
售形势喜人。“拥有保险公司承保
标签后，我们的农产品质量再上了
一 重 保 障 ， 消 费 者 购 买 更 放 心
了。”合作社负责人高兴地说。

近年来，宁波大力发展政策性
农业保险，新开设了农产品质量安
全保险、农旅融合综合保险、梭子

蟹气象指数保险、葡萄综合保险等
险种，累计超过 60 个，总数居全
省第一。去年，全市政策性农业保
险承保额达 70.9 亿元，赔款支出
1.5 亿元。通过引进以保险机构为
代表的第三方服务，进一步倒逼农
产品生产主体合法、规范生产，从
源头上保障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推进农业生产向规模经营发展。今
年以来，我市各级农业部门通过加
强政策扶持、典型示范引导等措
施，进一步提升家庭农场的生产能
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服务带动能
力和农业龙头企业的加工营销能
力。上半年，全市 267家市级农业
龙头企业完成产值 290亿元，实现
利润 13 亿元，同比增长 7.2%。以

宁海 （宁波） 现代渔业园区为代表
的产业集聚区加快建设，我市远洋
渔业龙头企业宁波欧亚远洋渔业有
限公司顺利取得农业农村部南极磷
虾捕捞开发项目。

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
系，让老百姓消费更放心。目前，
全市已有 572 个规模养殖场、578
家农资经营单位、14 个畜禽屠宰
场、10个兽医实验室和6家无害化
处理厂纳入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与
服务平台，鄞州、北仑等 8个区县

（市） 建成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
系并通过省级验收。上半年，部、
省、市三级共抽检农产品 2750 批
次，总体合格率达 98.7%；产地初
级水产品抽检合格率保持在99%以
上。

以特色精品为导向，增加农
产品优质供给。我市制定出台了

《质量兴农十大行动工作方案》，
推广“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
牌 强 农 ” 理 念 ， 扩 大 “ 三 品 一
标”（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
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
农 产 品 种 植 面 积 ， 推 行 “ 公 司

（合作组织） +基地+农户+标准”
模 式 。 象 山 道 人 山 绿 色 畜 牧 园
区、慈溪正大蛋鸡场二期、鄞州生
猪养殖生态循环示范园区等一批项
目加快落地。

据悉，到 2020 年，全市将新
建农业标准化示范区 120个，建成
100 个市级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
地，农产品质量安全抽检合格率稳
定在98%。

保险撑腰 质量兴农

农业质量提升让老百姓放心消费

本报讯（记者林海 通讯员
忻志华） 昨天，城市围棋联赛八
强战燃起战火，坐镇主场——北
仑博地影秀城的宁波疏浅队在与
柳州文旅队的较量中占得上风，
在古力九段和檀啸九段两位世界
冠军的带领下轻松挺进四强。
200 多名北仑的本地围棋爱好者
现场观摩了比赛，著名棋手华学
明八段应邀担任本场比赛的解说
嘉宾。

城市围棋联赛的八强战采用
3 局 2 胜制，先拿下 2 局者胜出。
在昨天上午进行的第一轮比赛

中，宁波疏浅队赢得比较轻松。在下
午的比赛中，双方在中盘陷入混战，
局势变得错综复杂，不过好在宁波
疏浅队及时叫了两次暂停。执黑的
宁波棋手伊凌涛五段在面对唐韦星
九段时毫不示弱，与对方展开对攻，
最终不落下风。到后半盘，局势逐渐
明朗化，随着右翼的 7 颗白子束手
就擒，白棋大势已去。

赛后，现场还进行了古力九段
（8 次世界冠军和 32 次全国冠军获
得者） 和檀啸九段两位世界冠军的
队 服 公 益 拍 卖 活 动 ， 所 得 款 项
4400元将捐给宁波红十字会。

城市围棋联赛季后赛

宁波疏浅队挺进四强

昨日，受台风“康妮”影
响，我市迎来雨水和大风，但
雨水并未挡住市民出游的脚
步。图为在鼓楼沿步行街，市
民冒雨出游。

（记者 崔引 摄）

雨水挡不住
游人的脚步

高质量发展在行动

扫黑除恶

宁波疏浅队在比赛中。 （胡龙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