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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市区空气质量预测：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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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高标杆扬长补短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

本报讯（记者何峰 余姚记
者站谢敏军） 昨晚，中央电视台

《焦点访谈》 播出国庆系列节目
《奋斗 新时代》之《苦干浇灌硕
果》，聚焦余姚市梁弄镇横坎头
村，介绍横坎头村 15年来遵照习
近平同志重要指示精神，发挥资
源优势，发展特色产业，村庄环境
不断改善，村民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走上了全面小康道路。

横坎头村是浙东抗日根据地
的中心所在地，本世纪初还是一
个交通闭塞、房屋破旧、村民
收 入 比 较 低 的 经 济 薄 弱 村 。
2003 年春节前夕，时任浙江省
委书记的习近平专程到梁弄镇
和横坎头村考察调研，提出了
建设“全国革命老区全面奔小
康样板镇”的殷切期望。今年 2
月，横坎头村全体党员给习近
平总书记写信，汇报该村 15 年

奔小康取得的成绩，表达高水平
建 设 美 丽 乡 村 的 决 心 。 2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他们
传承好红色基因，发挥好党组织
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同乡亲们一道，再接再厉、
苦 干 实 干 ， 努 力 建 设 富 裕 、 文
明、宜居的美丽乡村。

《苦干浇灌硕果》 展示了横坎
头村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和 党 员 先 锋 模 范 作 用 ， 找 准 路
子，发展绿色农业和红色旅游。
如今，该村水果采摘园里红红火
火，红色景点内游人如织，热热
闹闹。村民人均收入从 2002 年的
2700 多元增加到 2017 年的 2.7 万
元。今年，前来横坎头村的游客
有望超过 110万人次，预计全村旅
游收入近 2亿元。近些年，横坎头
村相继被评为浙江省全面小康示范
村、全国文明村。

苦干实干努力实现乡村振兴

《焦点访谈》聚焦横坎头村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虞南） 台风“康妮”逐渐远离
我市，昨天上午市气象台解除海
上台风警报和大风橙色预警。同
日，市气象台宣布，我市连续 5
天日平均气温低于 22℃，已于
10月1日入秋，与常年入秋时间
10月3日接近。

明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
17 个节气——寒露。“九月节，
露气寒冷，将凝结也。”寒露以
后，北方冷空气已有一定势力，
我国大部分地区在冷高压控制之
下，雨季结束。天气常是昼暖夜

凉，晴空万里，一派深秋景象。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10月7日

至 10 日，受高原东移冷空气及北
方弱冷空气先后影响，西南地区、
江汉、黄淮南部、江淮、江南西部
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将先后出
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

根据预报，我市今明两天多
云，9日到11日受弱冷空气影响有
一次降温和弱降水过程，12 日起
以多云天气为主。未来 7天，我市
最低气温16℃至18℃，最高气温9
日前 25℃至 26℃，10 日起 21℃至
22℃。

甬城正式入秋

本报讯（记者金鹭 通讯员
张祺 丁彦婷） 近日，我国在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用快舟一号甲固
体运载火箭，将微厘空间一号试
验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成功冲天
的背后，站立着“宁波智造”的
坚实身影。

据了解，快舟一号甲固体运载
火箭具备飞行可靠性高、入轨精密
度高、发射成本低、准备周期短等优
点，其搭载的核心部件之一连接器
壳体由中国兵器科学研究院宁波
分院电弧增材制造研究中心制造。

“连接器壳体是火箭与卫星
的接口，是保障星箭解锁分离和
成功入轨的关键部件。”兵科院

宁波分院专家王伟告诉记者，该产
品的制造复杂性较高，如果使用传
统的焊接办法，易产生缺陷，成品
率低，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较高。
兵科院宁波分院相关团队采用电弧
增材制造技术，成功突破了增材过
程中变形大、加工难度高、后处理
复杂等技术难题。该技术具有成型
速度快、成型件尺寸灵活等优点，
尤其在大尺寸、复杂形状构件的高
效快速成型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

目前电弧增材制造技术已被列
入兵科院宁波分院“十三五”重点
发展计划。电弧增材制造研究中心
成立以来，自主研发制造的产品及
配件已应用于我国军民品装备中。

“宁波智造”助力卫星冲天

本报讯（记者徐欣 杭州湾
新区报道组赵春阳 卓松磊） 杭
州湾新区日前开通 3个中国移动
5G 基站，实现吉利汽车全球研
发总部 5G 信号全覆盖。这意味
着新区成为我市首个开展 5G 智
能驾驶应用研发的区域。

5G 具有高速率、大连接、
低时延等特性，应用于汽车驾驶
中，图像传感器、激光雷达、毫
米波雷达等可“眼观六路”,并
进行数据融合，为车辆行驶提供

准确的信息，从而实现智能驾驶甚
至无人驾驶。

为支持智能驾驶在新区的应
用，今年 5月，吉利汽车与中国移
动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依托中国
移动 5G 联合创新中心，加快开展
5G 测试、示范及商用进程，在新
区开展 5G 智能驾驶应用试点。业
内人士表示，5G 与新区智能驾驶
这一新型战略性产业的结合，将
助力新区智能驾驶技术的研发和落
地。

杭州湾新区率先开展
5G智能驾驶应用研发

记者 王博

〖人物〗
鄞州区湾底村党委书记吴祖楣

清晨的阳光洒在一幢幢小洋楼
的屋顶上，身着T恤衫、头戴棒球帽
的吴祖楣已开始“巡村”。看到应约
前来的记者，他热情地打招呼，随后
带记者按照他日常巡查路线，参观
村中心广场、非遗馆……现代的小
洋楼和古色古香的戏台、古桥完美
地融合在这个鄞东的村庄。

40 年来，正是这位皮肤黝黑的
男人，带领湾底村在改革开放大潮
中奇迹般崛起，从一个“烂田推捣
臼，下饭酱油汤”的贫穷村一跃成为

“全国生态文明示范村”“全国民主
法制示范村”“全国农业旅游示范
点”，走出了一条以城带乡、以工促
农、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路子。

穷则思变，贫穷村翻
身致富

40年前，湾底村有8个自然村，
村里没几间像样的房子。一下雨，很
多村民的屋里不得不摆上接水的塑
料盆。

1979 年，吴祖楣被选为生产大
队队长。只读了三年半书的他买来
书籍学农技，步行几十里去请教行
家，起早摸黑，脏活累活抢着干。虽
然村里的粮食亩产量比原来提高了
100 多公斤，但还是无法从根本上
改变这个“有女不嫁的贫穷村”。“不
能再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了！”
吴祖楣下定决心，在生产大队破仓

库围墙上写下了一人多高的四个大
字：穷则思变。

1982 年，被推举为村党支部书
记的吴祖楣，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带
领村民办厂。吴祖楣从当时唯一的
村办企业——一家年产值不足 10
万元的锉刀作坊起步，一人身兼书
记、厂长、供销员多职，背着编织袋
四处推销，一点一滴积累集体资
产。初尝甜头后，他又牵头创办了
雨衣厂、五金加工厂等村办企业。

“为了拿下一张杭州的订单，吴书
记挤绿皮火车送样品，在杭甬两地
连跑了 7个来回。”谈起和吴祖楣一
起办厂的岁月，八旬老人忻阿云记
忆犹新。

工厂办得越来越多，但效益却
没有相应提升。为了突破瓶颈，在
吴祖楣倡导下，湾底村决定用机械
化大批量生产代替原有的手工作
坊生产方式。1989 年，村里办起全
市首批中外合资企业之一宁波天
工工具有限公司，引进国外先进的
生产技术和经验。公司产品产量飞
速提高，并走出了外贸第一步，湾
底村工业经济真正插上了起飞的
翅膀。

农旅结合，书写“乡村
传奇”

2003 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
习近平同志到宁波调研“千村示范、
万村整治”工作时曾来到湾底村，并
殷切嘱咐：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
结合起来，与治理保护农村生态环
境结合起来，走出一条以城带乡、以
工促农、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路子。

受到肯定和鼓励的湾底人，更
加大胆探索农旅综合经营的发展之
路。吴祖楣在外地考察时发现了一
种紫色桑葚，口感好，十分走俏。村
班子成员商议后，当即决定与科研
院所合作，试种 5000 棵桑果苗。以
胡宝仁为代表的桑农第一次试种，
最高亩产量达 1000公斤，亩收益超
过万元，一下子调动了其他村民种
植桑果的积极性。

就这样，从种桑果开始，葡萄、
番茄、蓝莓、无花果……一批水果基
地在湾底村落地生根，真正实现“月
月有花、季季有果”。后来，村里出资
打造的宁波天宫庄园果汁国酒有限
公司引进全自动流水线，实现了农
产品从初加工到深加工的转变，产
品远销海外。到 2010 年，该公司被
列入国家发改委批准的现代农业开
发项目，仅桑果系列产品就实现年
产值6000万元。

农业做大做强了，可吴祖楣不
满足，他琢磨着怎样让更多村民“洗
脚上田”。通过挖掘优势资源，湾底
村开始发展旅游产业：在全市率先
举办桑果节，吸引城里人采摘、垂
钓、吃农家菜；打造精品植物园、西
江古村、天宫城堡、中华老字号一条
街等一批近郊旅游休闲项目。“农旅
结合”最为典型的天宫庄园，每年游
客量达40万人次。

2003 年至今，是湾底村迅猛发
展的 15 年，这个小小的近郊平原
村，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已蜕变为

“都市里的乡村、城市中的花园”，成
为远近闻名的“亿元村”。15 年来，
湾底村获得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
国家级生态村等国家级荣誉 18个、
省级荣誉31个。

这几年，湾底人脚步更快了，继
投资 3亿元与宁波日报报业集团等
合作打造蓝青小学后，又出资 5900
万元建造文创产业基地，第三产业
已有餐饮、民俗、教育等 6种服务业
态 。去 年 ，村 集 体 年 可 用 资 金 达

3000万元。

城乡一体，村民获得
感“节节高”

大学毕业后，顾雁冰拒绝了外
面更高的薪水，选择回湾底村工作。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湾底人，他见
证了村里楼房变靓、道路变宽、环境
变美的新农村建设过程。

村容村貌的改变始于 2001年。
当时，村集体经济已有较大提升，吴
祖楣在广泛征求村民意见后，决心
首先改善村民住房条件，提升整个
村庄的面貌，让村民共享改革成
果。住房改造方案获上级批准后，
原本 8 个自然村合并成一个中心
村，在 5 年时间里陆续拆除 6 万平
方米旧房，建造了 530套多层住宅、
91 套连体别墅，村民全都搬入新
居。

为让村民享受“现代城市生
活”，吴祖楣多次跑到全国先进村取
经，牵头打造了村民中心、幼儿园、
图书馆、村体育场等配套设施。在硬
件改善的同时，吴祖楣还力推成立
村教育基金会，承担村民子女从小
学到高中的全部学杂费；建立村医
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制度，让村民小
病不出村、大病看得起，老年生活有
保障，人人有股权。

“多亏了老书记，让我们的新村
和城里的社区一样！”每天，村民毛
桂香和其他妇女聚在一起打腰鼓，
这样的生活很是惬意。吴祖楣带领
下的湾底村幸福感满满：村民吃住
工作都舒心，工作之余还可参加秧
歌队、农民剧团、文娱俱乐部，每个
周末都有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我有事没事喜欢到田间地头
逛一逛，到企业车间走一走。”面对
采访，吴祖楣表现出了一名乡村干部
的质朴。他说，看着村民都过上好日
子，每天喜笑颜开，觉得自己的幸福
指数比谁都高。

牵引湾底崛起的老黄牛

—— 宁波改革开放40年印迹 ——

本报讯（记者王珏 通讯员林
意然 戴旭光） 作为今年“宁波
帮”文化节重头戏之一，情景剧

《梦回十七房》 10 月 1 日起在镇海
郑氏十七房火爆上演，黄金周里一
票难求。记者昨天获悉，该剧将演
出30场，所有场次的门票已售罄。

今年恰逢“宁波帮”杰出代表
包玉刚先生、赵安中先生百年诞
辰。镇海区推出 《梦回十七房》
大型实景互动体验剧，进一步弘
扬“宁波帮”文化。该剧以老凤
祥创始人郑熙为原型，叙述了像
郑海生一样的宁波人面朝大海、胸
怀天下、诚信守善、敢闯敢为的故
事。

作为全市首部沉浸式实景演出
戏剧，《梦回十七房》 情节大气磅
礴，实景呈现震撼人心，现场观众
不时对“宁波帮”的辉煌传奇啧啧
称赞。

右图：《梦回十七房》 演出现
场。 （叶啸天 王珏 摄）

《梦回十七房》燃起黄金周“一把火”

本报讯（记者何峰 通讯员胡
章） 作为沿海交通大动脉,甬台温
高速公路复线宁波段部分路段不
可避免要在滩涂上施工，软土和
淤泥成为“拦路虎”。围海股份的
水 利 新 科 技 “ 淤 泥 原 位 固 化 技
术”，让软土不再成为工程的“软
肋”。“我们将自主研发的固化材料
与淤泥质软基搅拌，迅速提高淤
泥强度，抗压强度高于水泥搅拌
桩。”围海股份负责人俞元洪介
绍。

围海股份联合浙江大学龚晓南
院士团队，经过 7年攻关，解决了
软土地基处理难题。该技术不仅广
泛用于淤泥质软基、陆上及水上施
工，还能解决“桥头跳”，已获得
国家专利 30余项。俞元洪说：“这
项技术已走出浙江，在福建、上
海、江苏等地的水利工程、市政工
程、港口海岸工程中一展身手，完
成产值近 3 亿元。”围海股份的亮
丽成绩单是我市智慧水利快速发展
的生动写照。

科技是水利工作的支撑。市水
利部门按照“六争攻坚、三年攀
高”决策部署，有的放矢开展水利
科技攻关。去年以来，累计投入
2567 万元用于 20 个项目的攻关。
澥浦闸站是姚江二通道 （慈江）
工程的控制性工程，是目前省内
最大的泵站。“闸站单泵每秒 50
立方米的竖井贯流泵在国内属首
创。”该项目技术负责人崔俊涛
说，水利部门邀请国内顶尖专家
开展了大体积混凝土温控防裂等
专项研究，攻克了 10 余项技术难
题。技术护航，确保了澥浦闸站泵
组在 8月份顺利启动，如期具备应
急排涝功能。

工程技术不断突破，课题成果
相继发挥作用，我市在水利技术上
的“软硬兼施”有效提升了防灾减

灾能力和用水安全水平。近年开展
的姚江干流洪水预报预警研究等
课题，进一步提升了我市防范和
应对洪灾的能力。“滨海城市洪涝
风险动态预判与智能跟踪关键技
术及应用”获水利部水利科技大
禹奖二等奖，屡次在防台抗台中
得到实战检验，取得了良好的社
会效益。市原水集团邀请王浩院
士团队成立院士工作站，解决了
我市水库联网联调、水生态修复
等难题。

市水利部门“科技争投”今年
推出 45 个科研项目，进一步提高
水利服务社会的能力。目前，市水
利设计规划研究院与河海大学共同
打造的研究生培养基地已经启动，
约 100名研究生将为宁波水利建设
注入“新鲜血液”。

今年45个科研项目提升水利服务社会能力

科技争投让水利更“智慧”
本报讯 （记者朱宇 王晓

峰） 昨天 18 时 28 分，北仑警方
接到群众报警称，北仑区春晓街
道发生一起持刀驾车伤人案件，
犯 罪 嫌 疑 人 王 某 某 （男 ， 42
岁，北仑春晓人） 因个人纠纷在
春晓街道西子山路持刀捅伤一名
女子，后在路边抢劫一辆轿车逃
至附近的慈岙村，下车捅伤多人
后又另外抢了一辆轿车逃离现
场，并在附近的公路上撞伤多
人。目前确认，1人被撞当场身
亡，1人经抢救无效死亡，另外

16人正在救治中。
接报后，省市领导车俊、袁家

军、郑栅洁、裘东耀迅速作出批
示，要求宁波市及公安机关全力追
捕犯罪分子，避免继续伤害群众。
同时，要全力救治伤者和做好善后
工作。

案件发生后，宁波市和各级公
安机关高度重视，集中警力迅速布
控，医疗卫生部门全力抢救受害
者。经全力侦查，犯罪嫌疑人王某
某已于当天 23 时许被抓获。目前
案件正在全力侦办中。

北仑发生一起恶性伤人案件
车俊袁家军郑栅洁裘东耀作出批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