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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致宁波、品质之城，这是
“城乡争优”提出的美丽蓝图。
对接大湾区大花园大通道大都市
区建设，对标国内外先进城市，
宁波是不是准备好了？对照广大
市民对于城乡发展的要求，对准
打造现代化大都市的目标，宁波
又是不是底气十足？

干在实处，方能走在前列。
对于宁波机关党员干部来说，只
有拿出敢打敢拼不怕困难的精气
神，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攻坚克难，实干巧干，才有
可能让宁波真正走上锻造品质之城
的康庄大道。

全域统筹，科学谋划提
升品质

一面是老旧城区亟待有机更
新，一面是新的城市格局需要科学
拓展；一面要加强城市路网覆盖，
一面要深化美丽乡村建设……

对于宁波来说，摆在城乡一体
化建设这个课题面前的，是一连串
需要探索才能找到最优答案的思考

题。对标其他国内先进城市，宁波
需要建立自己的“成长坐标”和

“城市名片”。
城乡发展，科学规划得走在前

列。目前，市住建、规划等部门组
织机关党员干部合力攻坚，重点协
调推进 2035 城市总规 24 个专题研
究，开展了前湾新区、东钱湖区域
等研究，审议通过姚江两岸发展战
略规划，并编制完成《宁波市城市
设计导则》《宁波市街道设计导
则》《鼓楼街道 15分钟社区生活圈
营造设计》等一批重点地区城市设
计规划，为长远发展谋好篇、布好

局。
扎实推进，需要试点探索和建

章立制“双管齐下”。面对“城乡
争优”的 17 项子任务，我市专门
建立统筹工作机构、全域规划管控
机制和城乡建设统筹机制，同时探
索“XOD+PPP”城市建设模式、
打造轨道特色小镇，为城市更新寻
找新路径新载体。

如何更好地优化资源配置？市
住建委开展“攻坚见行动、岗位建
新 功 ” 活 动 ， 抽 调 14 名 处 级 干
部 、 25 名 科 级 干 部 全 身 心 投 入

“城乡争优”，推动优质干部资源向
攻坚一线倾斜，让干部在一线实战
中，补齐知识短板、经验盲区、能
力弱项。

如何为乡村大战提供专业支
撑？市规划局建立党员 （会员） 干
部联村小组，专人专责对接我市历
史文化名村，在规划编制、发展项
目、建筑保护、开发利用等方面建
言献策，为其发展振兴加油助威。

细处着手，解决民生
“关键小事”

“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
细。”推进“城乡争优”，必须加快
构建全覆盖、全过程、全天候的城
市管理体制，全面提升城市管理法
治化、精细化、智能化、社会化水
平。

今年 5月，网民反映的一个因
持续强降雨造成道路坑洼积水、小
区漏水的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宁
波推进城乡争优若干“关键小事”
攻坚行动的第一枪也就此打响。垃
圾乱堆放、工地围而不建、道路坑
洼积水……这些平日里低头不见抬
头见的“民生顽疾”，正被一一锁
定。

把民生“关键小事”当作工作
中的“头等大事”，这是广大机关
党员干部亮出的行动宣言。通过举
一反三，我市把排摸出来的 19 项

“小事”归成五大类，分别编制具
体的实施方案，明确具体事项、牵
头部门、配合部门、整治时限等，
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

建设工程、拆迁工程、建设用
地等“围而不建”“建而不快”，如
何破解其背后存在的情况问题复
杂、涉及部门多、政策标准不完善
等一系列难题？

市住房保障管理中心研究室主
任陶镕把建立政策体系作为主要工
作，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标准，一步
步从无到有，绘制了“推进‘城乡
争优’攻坚行动——环境综合整治
行动 （久拆不动、供而未建、建而
不快） 作战图”。

烈日炎炎，陶镕和其他工作人
员一起顶着高温酷暑亲赴项目现
场，按照“一项目一方案一整治小
组”的要求，查清问题症结，协调
解决问题；同时还组织了 4个督查
小分队对全市项目 （储备建设用
地） 进行抽查督查，向相关区县

（市） 签发督查意见反馈书128份。
“杨梅地图”“橘子地图”“小

巷总管”“民间路长”……作为老
百姓平时接触最多的部门之一，市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相继推出个性化
的便民服务和非接触性执法新模
式，推动城管执法向源头化解、前
端管理和事前防范转变，将民生的
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

全速推进，项目攻坚年
底冲刺

“眼下，全市‘六争攻坚、三
年攀高’行动已进入第四季度，

‘城乡争优’工作也即将迎来首个
‘期末考’，能否实现首个‘开门
红’，关键就看最后的冲刺阶段
了。”日前召开的全市“城乡争
优”三季度工作会议，再次为全市
机关党员干部拧紧了发条。

“挂图作战”“倒排工期”“定点
定责”……为了加大项目推进的速
度，我市按照《考核指标及评分标
准》的规定要求，充分利用搭建的项
目信息报送平台，对核心板块所有
的项目采取每月逐一核实和全面考
核，把落下的进度“逼”上来，争取早
日给广大群众交上满意的答卷。

促开工、抢建设，正是凭借着来
自全体机关党员干部的这股拼劲，
总投资超过 20 亿元的东部新城核
心区“中央公园”项目，在10月30日
正式破土开建。此外，奥体中心、栎
社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新材料
科技城创新中心等一大批重点项目
也在攻坚克难中得到有序推进。

与此同时，以打造绿色都市农
业示范区为目标，到今年 6 月底，
4个省级现代农业园区计划建设项
目 104 个，累计完成投资 26.95 亿
元；10 个省级特色农业强镇计划
建设项目 139 个，累计完成投资
4.90亿元，为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迈出了一大步。

正是在全市机关党员干部的共
同努力下，全市今年已累计攻坚项
目约 1600 个，计划投资 1484.83 亿
元 。 截 至 10 月 底 ， 完 成 投 资
1366.4887 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91.3%，基本实现了计划任务的预
期攻坚目标。其中，完成投资最大
的是核心板块，共完成 774.50 亿
元，完成全年计划的 91.9%；完成
投资最快的是乡村人居环境板块，
完成102.46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98.65%。

攻坚克难，以“城乡争优”锻造品质之城

横溪白岩山 （吴维春 摄）

记者 张昊

自闭症少年的脸上挂
满笑容

“他知道是来看‘光头强’的
表演，特别开心。”“她很喜欢演出
大厅里的海洋球，直到小丑团队开
场了才依依不舍地离开。”8月1日
晚，在宁波爱珂文化集团的“爱乐
萌·2018 欢乐嘉年华”专场公益
活动“我的旅游梦想—宝贝圆梦”
上，圆梦亲子团的家长在微信群里
热闹地分享着孩子的事。

“我的旅游梦想”活动是今年
“宁波爱心旅游直通车”公益基金
新设立的爱心项目。在向公众征集
旅游梦想后，在 2018 宁波国际旅
游展上进行集中展示，让社会各界
帮助圆梦，实现“人人共享旅游发
展成果，让旅游增强幸福指数”。
今年 6月，活动征集了“池州圆梦

之旅”，8 月组织了这场儿童梦想
之旅。

10 岁的小羽一进演出大厅，
就拉着母亲李女士好奇地四处观
望。“别的孩子一岁半就能走能坐
了，会简单地交流。但我们呼唤小羽
的时候，他不会给予回应。”李女士
说，小羽被确诊为自闭症，好在她发
现得早，一直让小羽坚持康复治疗。

“现在进步了不少，但偶尔还
是只关注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时常
需要提醒他，加强他的注意力。”
李女士说，得知“我的旅游梦想—
宝贝圆梦”是“爱乐萌·2018 欢乐
嘉年华”的专场公益活动，她第一
时间报名参加。“活动娱乐性、观
赏性、互动性强，希望能带着孩子
再来体验。”

“嘿嘿，我是你们熟悉的‘光
头强’，也是今天的主持人。”伴随
着爽朗的笑声，身穿小马甲、头戴雷
锋帽，主持人以“光头强”的经典装
扮登场，瞬间点燃了全场的气氛。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魔术
吗？”“知道！”小羽的身旁响起其
他孩子稚嫩的童音，而小羽抬头看
了一眼主持人，脸上带着饶有兴趣
的笑容。

荣登CCTV-3黄金100秒的首
个金牌小丑团队爆笑互动，环球飞
车表演惊险刺激，童真童趣的爱乐
萌人偶更是赚足了人气。

圆梦亲子团成员时而惊呼赞
叹，时而欢呼雀跃，现场成了梦幻
欢乐的海洋。

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嗨

象山”退伍军人爱心旅游专车驶入
象山，为“最可爱的人”安排了丰
富的行程。

在车上，一说起军旅生活，退
伍军人间有说不完的话。

家 住 海 曙 高 桥 镇 的 包 先 生
1996 年在湖北孝感入伍，参加了
1998 年的抗洪救灾。“整整 100 天
的抗洪护堤，从早上起床开始，到

晚上八九点，每天都泡在水里。”
虽然身体受到不小的影响，但这段
经历让包先生永生难忘。

姚老先生是海曙西门街道人，
入伍 3个月就上了越南战场，子弹
从肩上横穿，留下了光荣的“勋
章”。正因为经历过战争的残酷，
姚老先生更珍惜幸福生活的来之不
易。

同行的车上，他是参加过对越
自卫反击战的伤残老兵，他参加过
四川、云南抗震救灾，他是援藏士
兵......但更多的他们是普普通通的
退伍军人，脱下军装，在各自的岗
位上默默奉献。

“电影里的场景，竟然能在现
实生活中演绎。”退伍军人换上民
国服装，置身于旧上海的洋房里
弄。十里洋场的繁华际会，硝烟四
起的谍战风云，真实还原了民国现
场。特色民国码头、“夜半歌声”
情景剧场、“上海滩传奇”惊险体
验......让他们大呼过瘾。

东海半边山景区位于石浦镇东
海之滨，是被大海包围的山海生态
园。“碧海沙滩，想下水游上一
圈。”和海影城一样，东海半边山
景区也是象山县新推出的景点，很
多退伍军人是第一次前来。

“非常感谢‘爱心旅游直通
车’组织这样的活动，让我们能有
机会先睹为快。”来自海曙石碶街
道的退伍军人王先生兴奋地说，

“象山现在变化好大，这些景区非
常不错，下次一定带着家人再来好
好玩一次！”

让失独老人感受爱
金秋十月，2018 年“宁波爱

心旅游直通车”开展“美丽宁波、
携手同游”计生特殊家庭专车活
动，宁波市各区县 （市） 失独家庭
老人、结对志愿者等 52 人共同前
往九龙湖风景区，志愿者和老人们
度过了一个难忘的重阳节。

市计生协的李一平说，特殊家
庭需要我们特别的关爱。我们开始

帮扶特殊家庭时，失独老人也有抵
触心理，但通过我们一次次真诚走
访，感动了老人，越来越多的老人
愿意走出来，并积极参与协会组织
的活动。

老人们在亲属及志愿者的陪伴
下，上午游览了九龙湖景区的九龙
源、猴岛和香山寺，下午赴镇海科奥
农庄采摘橘子。每到一个景点，老人
们像孩子一样摆出各种造型合影，露
出了久违的笑容。大家都非常珍惜这
样难得的机会，许多老人互留电话、

互加微信，相约下次再聚。
“这样的活动非常好，我姑姑

平时不爱出门，难得有这样的机
会，带她出来走走，放松心情，还
有志愿者陪我们，非常感谢。”陪
着姑姑一起来参加活动的刘女士开

心地说。
“宁波爱心旅游直通车”活动负

责人表示，我们期待能够把爱心直通
车开到宁波的每个需要关爱的角落，
让爱心传递，让更多的人感受宁波全
域旅游发展成果和宁波爱心之美。

“爱心旅游直通车”帮助市民圆梦——

踏上爱心之旅 感悟宁波之美

踏上爱心之旅，感悟宁波之
美。今年，由宁波市旅游发展委员
会和宁波爱心旅游直通车公益基金
主办的“宁波爱心旅游直通车”活
动继续传递爱心，帮助社会特定群
体和有旅游梦想的市民圆梦，并通
过“惠民旅游直通车”和“我的旅
游梦想”两个子项目，传承文明宁
波、爱心宁波的良好风尚，让更多
的社会群体感受宁波旅游人的爱心
之美、城市的发展之美。

“宁波爱心旅游直通车”作为
宁波规模最大的旅游惠民行动之
一，从 2012 年以来面向全市需受
关爱群体常态化开展，传承文明风
尚，展示更加美好的宁波旅游形
象，累计惠及市民 4000 多人次，
成为“爱心宁波”亮丽的文明品
牌。

编 者 按

“爱心旅游直通车”计生特殊家庭专车游览九龙湖活动。 （市旅发委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