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金猪报喜，感受生肖文
化”绘画活动在宁波树人童画美术学校
举行。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发挥自
己的想象力，用画笔精心绘制“金猪报
喜”图。 （丁安 续建伟 摄）

感受生肖文化

◀前天，一对母女在鼓楼沿的一家商铺内选购生
肖玩偶。随着农历己亥年的临近，各种生肖饰品纷纷
登场，受到市民的青睐。

（刘波 忻之承 摄）

生肖饰品惹人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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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珏 通讯员
王茵 陆金妹） 骆驼街道“家”
中心日前正式启用。这是镇海区
首个专业化的综合服务平台，将
成为党建引领群团改革、推动社
会事业优质发展的重要载体。

为满足不同年龄层次居民的
不同需求，“家”中心设有“博
学家”“梦想家”“美食家”“艺
术家”等近 10 个活动室。居民
可以在中心借阅图书、观影赏

画，也可以动手劳作、互相分享。
近年来，骆驼街道探索创新区

域党群联合体、党建质量指数 36
条等特色载体，实现了党建与群
团工作的全面提质全面过硬，助
推民生服务的精准升级。“‘家’
中 心 实 现 资 源 价 值 效 应 的 最 大
化，打造了集党群服务中心、社
会组织中心、志愿者中心为一体的
核心枢纽站。”骆驼街道相关负责
人表示。

镇海首个专业化
综合服务平台启用

易其洋

市政府办公厅年前下发通知
要求，我市公共体育设施、符合开
放条件的公办学校体育场地设施
将 100%向社会开放（据 2018 年
12月22日《宁波日报》）。

这几年，参加健身运动的人越
来越多，江边步行道上、公园走廊
内、街边空地上，常常人来人往、摩
肩接踵。可以说，运动健身已经成
了一项极其重要的民生需求，也成
了一种社会事务。与群众不断增长
的健身需求不相适应的是，健身场
所“捉襟见肘”，特别是群众身边的
健身场所，更是少得可怜。城市用
地紧张，大规模修建健身场所，显
然不现实。再说了，政府恐怕一时
间也拿不出那么多资金来。这几
年，各地虽修建了不少“高大上”的
体育运动场馆，但一则收费太贵，

让许多人望而却步；再则离家太远，
去一趟太费力，经常去几无可能。

破解健身需求“井喷”而运动场
地不足的矛盾，向社会开放公共体
育设施和公办学校体育场地，无疑
是个好办法。这些年，我市一直在推
动这项工作，但效果并不是很好。体
育场地设施对外开放，涉及两个主
要问题：一是安全管理和秩序维护，
二是设施保养维修和更新。说到底，
一个是“安全责任谁承担”的问题，
另一个是“钱从哪里来”的问题。

通知指出，可以通过购买意外
伤害险等方式，建立和完善公共体
育设施开放过程中的风险防范机
制；以非营利为原则，免费或低收费

（对儿童、学生、老年人、残疾人免费
或者优惠）。免费或低收费，也许可
以弥补开放者的一些费用，至于“不
足部分”，财政应该有所考虑，开列

“专项经费”予以保障。
全民健身是大事、大需求。“体

育设施 100%开放”是盘大棋，并不
好下。但既已开局，就要“见招拆
招”，想方设法下好它，而不能让它

“半途而废”或者“半死不活”。

下好“体育设施100%开放”
这盘大棋

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
员方鹏） 我市公安机关近日发布
了“净网 2018”专项行动的年
终“成绩单”：2018 年，全市共
侦破各类涉网刑事案件 640 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 2660 人；清理
违法有害信息 21 万余条，关停
网络账号 6487 个，发现并督促
整改网络安全漏洞 161个，关停
涉黄、涉枪爆网店45个。

2018 年，我市公安机关组
织开展了网上秩序打击整治专项
行动。我市公安机关重点对黑客
攻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网络
诈骗、网络赌博、网络贩枪、网
络淫秽色情、网络涉爆、网络涉
毒等网上突出违法犯罪开展了专
项打击工作，先后破获了“部督

鄞州王某等人开设赌场案”“部督
宁波湛某等人传播淫秽物品牟利
案”“部督宁波旺旺微信视频打赏
平台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等一大
批案件，打掉多个网络黑产环节的
犯罪链条。

同时，我市公安机关建立了涉
网犯罪形势分析模型机制，有效地
掌握本地高发、频发，公众反映强
烈，社会危害严重的涉网犯罪突出
问题，开展全方位打击。

我市公安机关还加强了网上巡
查力度，强力处置各类网络谣言、非
法言论和违法有害信息，重拳打击
通过操纵网络舆论进行非法牟利的
违法犯罪团伙。2018 年，共处置本
地谣言 24 起，查处网民 29 人，确保
事实真相及时还原；共清理违法信
息 21万余条，对信息管理不到位的
13 家交互式网站进行了约谈，并对
341 个违法栏目责令限期整改；关
闭非法网站 26个，关停违法网络账
号6487个。

“净网2018”专项行动年终“成绩单”出炉：

我市侦破
各类涉网刑事案件640起

本报讯（记者黄合 通讯员俞
露 镇组轩） 冬天到了，“温暖”
如期而至。家住镇海区招宝山街道
胜利路社区清川家园的老人们，陆
续收到了帽子、围巾、手套等保暖
御寒用品。这些用品都是社区 30
多位退休党员一针一线亲自编织而
成的。“今年已经是我们第 6 年为
困难群体送温暖了。社区倡导‘家
人治家’的品牌理念，要将辖区居
民当作自己的家人。”团队负责人
都杏娣说。

一社一品牌，共享共治理，这
是招宝山街道各个社区邻里和睦、
互帮互助背后的秘诀。“街道积极
响应基层党建全域提质年行动要
求，坚持错位发展、因地制宜、可
持续发展三大原则，统筹安排保障
资金和服务队伍，充分考虑社区居

民的需求，打造各具特色的社区特
色品牌，最终让居民共享幸福生
活。”招宝山街道办事处主任顾昕
说。

在总浦桥社区，飘着饭香、冒
着热气的“车轮食堂”驶进了老年
人的心坎里。少糖、少盐、少油、
新鲜、软糯，这些价廉物美且送上
门的饭菜，让住在社区的刘大妈大
为赞赏。据悉，运行 10 年，“车轮
食堂”累计里程达 8 万公里，“爱心
门铃”关心独居老人，“阳光十号”
为独居空巢老人晾晒被褥、“亲情
热线”关怀老人心理健康……在这
里，以“孝德文化”为品牌，温暖
的故事正在陆续上演。

百人龙鼓队在全国中华鼓舞大
赛中夺得全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
花奖”；更鼓队在第六届中国民间

艺术节上获得金奖；社区女子麒麟
舞队在全国首届麒麟舞比赛中获得
银奖，十里红妆婚嫁表演受邀登上

“第 55届东亚文化之都·耽罗文化
节”国际舞台……在后大街社区，
文化是这里最大的特色。近 20 支
社区文艺队伍、高达70%的居民参
与率，来自“家门口 10 分钟文化
圈”的“文化自助餐”，有效提升
居民的自豪感与幸福感。

在胜利路社区，以“家人治
家”为社区品牌，先后成立了都阿
姨手工坊、平安巡逻守护队等 28
个公益类社区组织和蒋慧珍舞蹈工
作室等 8个居民能人工作室，以“平
安铃”“四点钟学校”等项目化服务
的方式促进社区发展与居民需求的
有机结合，倡导小区事务自己定、
大家干，进一步实现小事不出楼、

大事不出小区、难事不出社区。
在白龙社区，在社区党委书记

王克的带领下，探索施行五水共治
“家庭承包制”，众筹民智制作护河
工具，巡河保洁双管齐下，充分调
动辖区居民剿灭劣 V 类水的积极
性，为建设家和文化的社区品牌开
辟广阔天地。

……
如今，经过十余年如一日“一

社一品”的打造，招宝山街道成了
不少社区居民心中的温馨港湾。

“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打造特色
鲜明、亮点纷呈的基层党建品牌，
提升服务居民的能力和水平，强化
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组织力、向
心力，为辖区居民的幸福生活作出
积极贡献。”街道党工委相关负责
人如是说。

一社一品牌 共享共治理

招宝山：百花齐放装点幸福生活

本报讯 （记者冯瑄 宣浩
峰） 昨天，大榭开发区“活力大
榭、‘五新’发展”全民迎新系
列活动将整个大榭岛变成一片欢
乐的海洋。

现场活动中既有迎春接力
跑、职工拔河比赛、猜灯谜、社区
文化月闭幕式晚会等具有地方特
色的传统保留节目，也有形式新
颖的快闪、大地画等活动。同时，
青年志愿者还利用休息时间到颐

养院集中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以实
际行动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元旦。

去年，大榭开发区在全市“六
争攻坚、三年攀高”行动中，强化

“争”“抢”“抓”意识，全力推动
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预计全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315亿元；财
政总收入 165.9 亿元，同比增长
18.5%；工业总产值 670 亿元，同
比增长 12.3%；固定资产投资 35亿
元，同比增长50%。

大榭全民迎新
鼓足干劲促发展

本报讯（记者徐欣 江北区委
报道组张落雁 通讯员方舟） 一排
排黑色的养菌棚，卧躺在群山起伏
的山岙间；一垄垄白色的菌棒，斜
靠在置于田间的木架上；一朵朵乌
黑的木耳，从菌棒里钻出脑袋……
这是记者日前走进册亨县冗渡镇黑
木耳生产基地时看到的景象。“宁
波江北出资的 500万元，就用在黑
木耳生产基地建设上。”该镇党委
组织委员柏文玖说，“现在是投入

的时候，120 户精准贫困户很快就
能通过生产和就业脱贫。”

2018 年，江北区政府怀揣着
对口支援资金，来到册亨县考察，看
到了黑木耳项目的潜力。“不盲目引
进新项目，谨慎选择已有的好项
目，才是真正的精准扶贫。”江北区
对口支援办相关负责人说，同年 7
月，区政府制定了帮扶冗渡镇黑木
耳生产种植项目的方案，总投资
500万元。

项目有了资金，如何让当地百
姓受益，且能形成产业的长期良性
发展？“我们采用了‘公司+合作社+
农户’的模式。”柏文玖向记者解释，
由冗渡镇岜院村 2017 年引进的贵

州万峰谷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提供菌
棒、技术、保底回收，村合作社提供
养菌大棚、土地流转，农户以土地入
股、产业扶贫资金入股、劳动力入股
等形式参与合作分成。

合作模式定下后，500 万元的
资金分配也就出来了。截至目前，
覆盖喷灌系统的种植基地已扩大到
了 142.5 亩，建成 200 平方米钢架
棚 90 个、100 立方米蓄水池 4 个。
有了这些配套设施，万峰谷公司今
年一口气生产了72万根菌棒。

贫困户王安益共有 3亩地，其
中 1亩流转给了岜院村合作社。合
作社把喷滴灌设备、菌棒架子设好
后，他就向万峰谷公司领了 6000

根菌棒。“一根产出 0.1 公斤黑木
耳，6000根就能产出 600公斤黑木
耳，到时候万峰谷公司再以 56 元
一公斤的价格回收，可卖出 33600
元。”王安益跟记者算了一笔账，

“当初领的菌棒，实际是 2 万元，
扣除后我就能挣到13600元。”

黑木耳项目运作起来后，万峰
谷公司、冗渡镇村集体和贫困户就
建起了利益联结关系。万峰谷公司
免去了扩大基地的资金压力，产值
可达到 720万元；两个村合作社把
养菌大棚租给公司，除掉投资成本
和分红后，每年还增加村集体经济
收入 150万元；而贫困户则通过就
业和种植实现了脱贫。

一朵黑木耳助120户家庭脱贫
江北出资500万元精准帮扶册亨产业

记 者 黄合
通讯员 陈楠

“趁着年轻，要多多学习，不
然会被社会淘汰。”电话那头的邵
晓峰，显然已经走出了刚刚脱下军
装时的不安和茫然，在新的社会岗
位上干得风生水起。

1995 年，1978 年出生的邵晓
峰入伍，在海军航空兵部队服役，
200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08年 5
月退役。服役期间曾多次获嘉奖。

“ 刚 退 伍 自 谋 职 业 的 时 候 ，
老实说，什么都不知道，完全是
蒙的。”好在，邵晓峰遇见了自
己的贵人。刚进宁波秉航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工作时，他发挥自己
在入伍期间学到的技能，为公司
老总开车，随后主动请缨去市场
部学习，得到了老总的认可和鼓
励。

这家企业的主打产品是电动
按摩器械。为了做好市场部的工
作，邵晓峰一切从零开始，一方
面沉下心来向老业务员请教，另
一方面深入了解自家产品的每一
个零件、每一个功能。公司展厅、
生产车间、装配车间……每个地
方，都能看到他向一线员工请教的
身影。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充
分了解自家产品后，邵晓峰开始研
究其他公司、竞争对手的产品，同
行间的产品作对比，为市场开拓积
累资料信息。

邵晓峰说，虽说在这个领域自
己是“门外汉”，但多年从军的经
历，带给他不怕困难、敢于吃苦的
好习惯；“做人一定要有一种坚
持，只要认定一个方向，坚持到一
定程度，肯定会有收获。”

9 年时间，邵晓峰历经多岗位
锻炼——业务助理、业务员、组
长、副经理，直到现在成长为公司
的项目管理经理。如今，他管理着
一个团队，负责产品从设计端到技
术端、从图片变成实物、从设计打
样到开模生产的整个项目管理过

程，将产品流水线的所有环节有序
串联起来，最大程度为企业降低成
本、提高效率。

“无论是工作经验、人际关系
还是客户资源，是需要日积月累
的，需要你自己不停地用知识武装
自己，一天一天去积累，一步一步
往上走。”邵晓峰说。现在，他最
关心的是如何做好电动按摩器械在
家用市场领域的推广，带动更多消
费者认可新的生活理念，享受更好
的生活品质。

“回头来看，是我们老总给了
我特别大的帮助。我想，他看中
的正是我身上正直、靠谱、上进
的品质，而这些是当兵的经历潜
移默化带给我的财富。”邵晓峰
说。

邵晓峰：一步一脚印走出新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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