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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正伟）传统节庆
活动年味十足，现代休闲娱乐欢快
时尚。今年春节长假，我市的文化旅
游活动丰富多彩，吸引了众多游客
前来体验。记者从各区县（市）文广
体育旅游部门获悉，2 月 4 日至 10
日，全市游客接待量接近 500 万人
次，同比增长 8%；旅游收入超过 30
亿元，同比增长近10%。

把传统的过年习俗融入活动
中，成为各区县（市）留住游客的首
选节目。慈城古县城景区举办“大过
猪年”春节活动，包含节气、风物、民
俗、美食、手工等五大内容，吸引了
众多游客前来看大戏、学布艺、打中

国结。宁海黄坦镇弘杨村、许家山石
头村邀请游客走古村落、吃农家菜、
体验乡土风情，民宿入住率超过
90%。余姚鹿亭举办“我在中村迎新
年”活动，带领游客赏民俗、品年味、
迎新春；梁弄横坎头村“红村村晚”
吸引了1.6万名网友观看微信直播；
杨梅温泉山庄、开元大酒店等旅游
企业还推出制作糖葫芦、豆酥糖、绿
豆糕和新春舞狮、做花灯活动。

在都市街区，商家与旅游企业
联手打造了精彩别致的文旅融合活
动，为市民节日休闲提供了好去处。
鼓楼沿、南塘老街等历史文化街区
举办的写春联、捏泥人等活动吸引

了 55 万余人次参与；天一阁·月湖
景区推出新春造型灯展、少年书家
送春联、新年剪窗花、新春音乐会和
巧制书香红包等众多互动活动，其
中仅天一阁就接待游客4.2万人次，
同比增长 7%。宁波科学探索中心

“时间旅行”主题展、科学实验秀及
时光慢递等活动寓教于乐，1 万余
名家长带着孩子前来体验。在宁波
海洋世界，“国宝中华鲟馆”全新开
放，七天共有 3.57 万名游客前来一
睹“水中大熊猫”的风采。

交通路网的完善与全域旅游的
打造，让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宁波
乡村，体验别具一格的春节风情。宁

波至三门高速公路的开通，让象山
墙头、茅洋、石浦的春节旅游异常红
火。其中，茅洋乡举办“登玻璃栈道、
赏梅花之旅”活动，推出欢乐一日游
套餐，长假期间累计接待游客 11万
余人次，同比增长 37.2%。地处近郊
的招宝山景区以“金猪贺岁·招宝祈
福过大年”为主题，举办闹新春舞台
表演、腰鼓雷鸣送福袋、集五福领奖
品等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宁
波植物园和十七房、九龙湖景区举
办的“家猪闹新春”“佩奇邀你过大
年”“瑞年嘉园百梅迎春”等活动，则
让从上海、杭州等周边地区赶来过
年的游客乐不思蜀。

文旅互动催热春节游
七天“揽金”逾30亿元

昨日是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
虽然下着小雨，但阻挡不了市民去
山里赏梅的兴趣。在奉化区溪口镇
新建村，该村的梅花谷引来一批批
游客。站在山坡上远远望去，层层
叠叠的梅林花开满枝，深浅不一的
红色梅花与山坡上翠绿的春草相互
映衬，让人如同置身于美妙的童话
世界。

（胡龙召 摄）

红梅
迎客来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龚
晶晶） 正月初五，千年月湖被天一
荟点亮。当天晚上 7时半，在位于
天一阁·月湖景区的大方岳第内，
上百名老少市民在蒙蒙细雨中观看
天一荟现场演出。戏曲“梅花奖”
得主、甬剧名家王锦文和宁波小百
花越剧团一级演员陈莉萍等名家轮

番登场，精彩的演出让戏曲迷们直
呼过瘾，也让景区内多了一份别样
的“新年味”。

当晚的演出，有高亢喜庆的唢
呐，浅吟低唱的评弹，雍容华贵的
京剧，也有令人眼花缭乱的舞狮，
幽默诙谐的相声、小品、独角戏，深
情款款的男女声合唱，让市民感受

到浓郁的乡音乡情。“这是属于老宁
波最地道的年味。”现年 45 岁的市
民张先生常年在杭州工作，前阵子
听朋友介绍，说天一荟是一个感受
宁波传统曲艺的好地方，就赶紧陪
父母来看这新春第一场演出。“舞台
上有那么几个瞬间让我觉得回到了
小时候，乡音难忘，真是有太多年没

有看到这样精彩的演出了。”除了本
地市民，现场还来了不少外地游客。
来自山东的陈老先生带着全家，在
开场前一个小时就早早等候，演出
全程更对宁波传统曲艺啧啧称赞。

据了解，自去年 9 月开业以
来，天一荟推出近 130 场精彩演
出，接待观众 1万余人次，成了市
民、游客休闲娱乐，接受传统文化
熏陶的好去处。天一荟还定期在每
周六晚上推出让广大文艺爱好者展
示才艺的百姓舞台，成为我市实施

“一人一艺”全民艺术普及工程的一
个重要阵地。

天一荟正月初五鸣锣开场

本报讯（通讯员乐科奇 记
者黄合）“官塘河路和育王山路交
叉口的宁波隆源精密机械有限公
司门口消防栓破裂”“精友汽配有
限 公 司 门 口 有 2 个 窨 井 盖 缺
失”……连日来，灵峰、横杨等 12
个工业社区成立了由党员志愿者
及留守职工组成的“漾·公益”“臻
锋”等 12 支党员巡逻队，每天在
各大企业周边开展不间断巡逻，
排查公共设施情况及安全隐患。

春节是团聚的日子，但同样
需要各行各业的“坚守者”。在景
点景区维持秩序、在街头小巷防
火防盗、在公共场所做好应急应
对、在企业内部做好安全检查
……据不完全统计，春节小长假
期间，北仑党员干部累计参与“三
服务”巡查走访 1200 余人次，累
计解决实际问题260余个。

正月初二上午的一场大雾，
造成了不少高速公路封道、多车
追尾、码头停航，位于北仑的白峰
码头就碰上了严重的拥堵问题。
如何让来往游客“堵车”不“堵

心”？白峰街道党员义工应急分队
立即赶往现场，协助海峡轮渡公
司工作人员做好候渡车辆的分流
和劝离工作。

一辆外地车辆因车内通风不
畅，导致后座的小姑娘晕车呕吐，
党员义工得知后当即去服务站为
其拿来热水和晕车贴；车主周女
士有急事必须当晚赶回定海，党
员义工奔来跑去找调度员多次协
调，让她顺利挤上了末班船；有一
名来自安徽的车主头一次出远
门，但车子却临时出了故障，党员
义工帮忙联系了保险公司前来应
急救援……

“一直忙到晚上７点，码头上
200 多辆滞留候渡车辆的引导、
劝离工作才全部完成。看着远方
舟山本岛闪耀的烟花，伴着最后
一班轮渡轰鸣的马达声，我们这
才赶回家去吃团圆饭。”该街道党
群服务中心负责人周宁说，虽然
党员义工们的嗓子都哑了，但一
想到所作所为是为了大家的平安
舒心，就觉得一切付出很值得。

北仑党员干部
新春开展“三服务”
春节小长假解决实际问题260余个

本报讯（记者王珏 通讯员
林意然 张洁）“你们的服务真是
太周到了，给企业带来了最高效
的便利！”近日，宁波龙禧房地产
公司部门经理钱超凡将一面锦旗
送到镇海区行政服务中心发改局
审批窗口，对工作人员高效便民
的优质服务表示感谢。

之前，该企业来到窗口办理
项目备案时，工作人员当日加班
到晚上 8点完成资料审核并给予
批复，实现“零跑腿”。

今年2月，镇海区发改局接连
收到来自中国石化镇海基地和宁
波龙禧房地产公司的两面锦旗。事
先立项审批提速，进程保障服务给
力，镇海区发改局以企业获得感作
为检验“最多跑一次”改革的衡量
标准，全面提升营商环境。

为推进落实“最多跑一次”等
多项改革，该局牵头起草了《镇海
区企业投资项目“最多跑一次”

“最多 100天”改革实施方案》。重
点在土地出让、立项用地规划许
可、工程建设许可和施工许可四

个阶段攻坚突破，通过实施取消
审批、合并审批等七大类 29项操
作性强、力度大的改革举措，实现
方案可落地、可复制。

“全区企业投资项目全流程
审批申请材料由 273 项精简至
100 项，精简率为 63.4%，一般工
业项目开工前办理时间压缩至
58 天，压缩了近 70%。”镇海区发
改局投资科副科长吕晓寒介绍。
自去年 7月以来，镇海区涉及“开
工前审批最多 100 天”需申领施
工许可证的基本建设项目申领率
为 100%，提前三个月实现了工作
目标。同时，该局积极探索建立投
资项目事中事后监管体系。自
2016年 11月起，服务窗口已连续
38 个月获得第三方满意度抽查
100%。

据统计，全区投资项目网上
申报累计 683 件、办结 683 件，网
上 申 报 率 与 网 上 办 结 率 均 为
100%，均位列宁波大市第一。4个
100%，为企业和群众提供更加高
效、优质的服务。

镇海区发改局审批窗口
实现4个100%
一月内收获两面锦旗

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宁海县
委报道组蒋攀 通讯员王美匀）今
年春节，宁海各大景区围绕民俗、团
圆、祈福等主题，纷纷推出有年味的
特色活动，成为市民出行的首选之
地。据宁海旅游大数据中心统计，截
至初六，宁海接待游客 106.9 万人

次，同比增长 23.2%；实现旅游收入
8.52 亿元，同比增长 24.1%，为全年
文化旅游市场赢得“开门红”。

宁海农村保留着许多过年的传
统习俗，浓厚的年味吸引众多游客前
来体验，乡村旅游持续升温。在依山
农场景区，农场里挂满了喜庆的红灯

笼，滑草等户外运动项目以及土灶烧
烤亲手制作美食等活动让游客既饱
口福又饱眼福。在许家山石头村，游
客们放慢脚步，细细感受古村风韵，
品“农嫁十二碗”，体验地道农家乡
土风情。前童古镇景区为了让游客
深入体验年俗，假日期间推出“精彩

非遗 舞狮祈福”“匠心前童 匠艺
体验”等活动，正月初二迎来游客高
峰，单日游客量突破 1.5 万人次。春
节期间，宁海A级景区村庄车流、客
流络绎不绝。民宿初四前入住率
98%，初四至初六90%。

此外，宁海图书馆准备了丰富
多彩的年俗活动，猪年画展、“全城
共读”朗读、“悦”读新春、灯谜竞猜
等吸引家长和小孩热情参与。宁海
县平调传承中心走进长街九江村开
展“如意之夜”戏曲演出。

宁海文化旅游市场年味浓

本报讯（记者张正伟）黄贤东海
龙灯会、滕头村舞狮游园跑马灯、奉
化布龙“走乡串村闹新春”……春节
长假，奉化重点景区和乡村景点文化、
旅游融合，推出多项年味十足的活动，
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寻找“乡愁”。全

区接待游客201.53万人次，实现旅游
收 入 14.71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40.92%和49.86%，增幅为全市最高。

滕头村打造的省内首个融文
旅、田园、民俗、美食等业态于一体
的生态民俗美食园春节期间盛大开

园，来自全国各地的非遗大师与游
客现场互动，体验火红中国年和喜
庆滕头味，七天接待游客 68 万人
次。奉化文广体育旅游局举办的奉
化布龙“走乡串村闹新春”活动从小
年夜开始就送吉祥、送祝福，成为游

客体验奉化年俗的“第一印象”。黄
贤景区推出东海龙灯会，邀请游客
欢聚土楼寻年味、戏耍龙灯闹新春；
马头村迎来了来自俄罗斯、德国、英
国等20多个国家的100余位国际友
人，他们学着捏面人、制糖画、烤年
糕、写春联，体验年俗乐开了花。大
堰第二届乡村年味节在传统歌舞中
拉开帷幕，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寻
找年味，七天累计接待游客近 3 万
人次。

200万游客奉化觅“乡愁”

近日，鄞州福明家园社区的少年儿童在“织女”阿姨的指导下学
习钩织生肖猪摆件，在愉快的动手过程中感受中国传统生肖文化的魅
力。 （丁安 邬静波 摄）

生肖文化有魅力

【上接第1版】

改革篇：
破解“信息孤岛”“老大难”

“个人婚姻状况只能在本省查
询，个人房产信息全大市范围内也
无法共享……类似这样的部门之间
的信息壁垒，应该如何通过改革逐
步打破，提高办事效率？”2018 年初
市政协全会期间，来自社福与社保
界的黎丽委员在一场聚焦“最多跑
一次”的协商交流会上的发问，引起
了与会委员的共鸣。

“信息孤岛”是“最多跑一次”改革
中的“老大难”问题。长期以来，由于体
制机制、利益格局以及历史因素，某些
垂直部门间“上下不通”、不同处室之
间“左右不通”的情况时有存在，给群
众、企业办事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信息待在各个部门数据库里，
却让老百姓跑腿打证明，这样的现
象是不是可以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对于这一“难点”和“痛点”，来自民

建界别的沈颖程委员也深有体会，
就“到公安机关办事还要出具公安
机关核发的证件或证件复印件”这
个问题，直言不讳地现场“拍砖”。

这个问题，确实和现在“互联网
时代”的背景和服务型政府的要求
有差距。面对委员“火辣辣”的提问，
市公安局和市电子政务办相关负责
人态度诚恳地予以回应。

目前公安服务窗口已打通警种内
部的信息壁垒，不再要求办事群众和
企业提供公安内部数据系统可以查询
到的证明材料，比如居住证、驾驶证、
户口簿、身份证等；如按上级规定需办
事群众和企业提供以上证件复印件
的，也由公安机关内部进行复印留存，
不再要求办事群众和企业提供。

与此同时，我市正式建成启用
全市“统一受理平台”，进一步推动
办事事项的“一窗受理、集成服务、
受办分离”。目前，该平台已与市统
一权力运行系统、24 家市级部门的
50 个自建系统打通对接，实现各系
统之间的数据流转，逐步形成网上

网下一体化的服务体系，让数据多
跑路、百姓少跑腿。

与“信息孤岛”问题一样，企业
投资项目审批也是“最多跑一次”改
革的重点和难点问题。面对我省提
出企业投资项目开工前审批“最多
跑一次”“最多 100 天”和力争实现
竣工验收前“最多跑一次”的要求，
市政协委员调研后认为，按现行政
策和审批实际，我市离真正实现“最
多跑一次”改革目标还有一定的差
距。并一针见血地指出“症结”所在：
窗口深度“化学融合”不够、中介存在

“行政化倾向”。为此，委员们提出了
按照深化投资项目审批监管体制的
目标，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着眼“最
多跑一次”改革与机构改革的无缝对
接,加强提前谋划有机衔接；针对中
介服务“中梗阻”现象,全面深化中介
服务市场化改革等多条建议，为党
委政府决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在这场政府的“自我革命”过程
中，市政协全程参与监督助力。据统
计，市政协全年共组织集体监督活动

37次，召开座谈会23场，走访企业90
余家，发现具体问题60多个，提出改
进意见50多条次，积极助推“最多跑
一次”改革取得务实成效。

民生篇：
提升城市品质带来幸福感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
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
是当前的主要矛盾。城市品质高低，
是市民最为关注、最有切身感受的，
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他们的幸福
感。

宁波城是一座古老又年轻的城
市，三江穿城而过形成这座城市与
众不同的自然禀赋，但也束缚了城
市持续发展的眼界。站在新时代的
出发点，宁波要建成名副其实的“名
城名都”，就必须跳出三江口，全面

“拥江”，同时面向东钱湖、东海，拓
展更大的发展空间。市委适时作出
了“拥江揽湖滨海”战略重大决策，
为“城乡争优”指引了一个方向。

市政协围绕市委这项中心工
作，将“实施拥江揽湖滨海战略，优
化城市发展空间布局”作为年度重
点课题，组织 60 多人（次）政协委
员、专家学者，深入开展调研论证，
形成4个高质量的调研报告。

2018 年 6 月 20 日，市政协十五
届六次常委会议进行专题协商，委
员们踊跃献计献策。“把东钱湖从

‘城边湖’变为‘城中湖’”“将东钱湖
区域从宁波的‘后花园’‘会客厅’升
级为‘城市副中心’”“要让宁波真正
成为‘看得见海’的城市”等精彩建
言纷纷“出笼”，为党委政府深化这
项工作提供启迪。

除了组织委员建言献策，市政
协主席杨戌标亲自承担起谋划东钱
湖区域发展重任，请来了专家、请来
了院士，持续为东钱湖把脉开方，谋
划发展新篇，推动规划落地、方案落
实、惠及百姓。

一座城市的品质，离不开高起
点规划、高标准建设，更离不开精细
化管理。继城市主干道综合整治的

全会提案后，2018 年初，市政协把
《关于提升我市城市管理精细化水
平的若干建议》提案，确定为市政协
十五届二次会议全会提案。

全会提案提出后，市政协又上
下联动，先后发动各级政协委员参
与民主监督 1000余人次，共召开各
类座谈会100余场次，向各级党委政
府报送信息100余次、提出意见建议
400 余条，并形成专题民主监督报
告，向市政府进一步提出意见建议，
有力地助推城市品质提升和美丽宁
波建设。不仅如此，市政协还召开主
席议政会，邀请市长参加，就全会提
案办理开展高层次的协商议政。

目前，《关于加强宁波市城市精
细化工作的实施意见》和《宁波市城
市精细化管理三年（2018－2020）行
动方案》，正充分吸纳政协全会提案
所提建议后加紧制定落实中，一个
以绣花般精细管理城市的“宁波模
式”呼之欲出。

冬去春来，生机勃发。相信市政
协将书写出更新更美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