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INGBO DAILY2 要闻
2019年4月8日 星期一
一版责任编辑/袁明淙
二版责任编辑/黄 琼

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员
孙波 王岑） 日前，市公安局相关
负责人来到市公安局扫黑办，专门
奖励了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成绩
突出的先进个人，同时看望慰问尖
刀队的队员。这是市公安局第三次
为扫黑除恶先进个人上门送奖。

4 月 2 日晚 8 时 30 分，记者来
到市公安局扫黑办驻地大楼，里面

灯火通明，扫黑办各个小组正在紧
张而有序地开展各项工作。线索核
查队成员陈烨的桌上放着一瓶止咳
糖浆和一盒感冒药，他也是这次被
市公安局上门嘉奖的先进个人之
一。此时这个高大帅气的小伙子正
黑着眼圈，在反复核查一条线索，
不时捂住嘴，让咳嗽声降到最低，
以免影响其他同事。陈烨说：“感
冒咳嗽好几天了，克服一下，不能
拖大家后腿了。同事们很照顾我，
每天让我早点回家休息，他们都要
加班到凌晨一两点钟。”

年初以来，我市公安机关再次

掀起扫黑除恶新高潮，全局动员，
敢于亮剑，迎难而上，重拳扫黑
恶，勠力筑平安。

3月22日，市公安局通过优中
选优，集结了全市作风最硬、能力
最强、业务最优的 20名精英，组成
一支全市扫黑除恶“先锋队”——专
用于攻坚的尖刀队。他们以披荆斩
棘的勇气和舍我其谁的担当，在短
时间内攻克了一批大要案。

同时，为了提升侦办涉黑涉恶
案件的能力和效率，我市公安部门
专门成立了办案基地。4 月 3 日，
余姚作为试点成立全市首个涉黑涉

恶案件办案基地。此处除了聚集各
警种精锐力量外，还配备检察院、
法院、纪委等专门办公室，形成了
一个专业打击涉黑涉恶案件的综合
性办公室基地，能确保重大案件全
力打，重点领域专题打，破网断血
除根打，治安乱点延伸打。

为了纵深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提升专案攻坚深挖的能力和水
平，4 月 6 日，宁海成立了全市首
个扫黑除恶案件线索核查中心，60
名线索核查民警及 12 名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成员单位联络员成为首批
入驻办案人员。

线索收集有核查中心 办案有专门基地 难案有攻坚队

我市公安扫黑除恶再出重拳

扫黑除恶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虞南） 小长假最后一天，气温
一路攀高，火力全开。昨天，我
市最高气温升至30.8℃，刷新今
春最高气温纪录。大街上，已有
不少市民穿起了夏装。

春天这个季节，气温升得越
高，“隐患”越大。节后首个工
作日将伴随着大范围降水共同开
启。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8日
至 11 日，受冷空气和切变线影
响，中东部地区将出现较大范围
的降水过程。

与此同时，一股新的冷空气
已经抵达我国，未来几天将横扫
我国大部地区，西北、华北、江

南等地气温普遍下跌 6℃至 8℃，
多地气温甚至遭“腰斩”。

根据预报，今天晴到多云，明天
多云，傍晚到夜里转阵雨或雷雨。近
期我市气温持续偏高，最低气温今
天 15℃，明天 19℃，最高气温都在
30℃以上。本周后期晴雨相间，其中
10日夜里和14日有降水。受冷空气
影响，10 日开始，我市气温明显回
落，最低气温12日在7℃左右，其余
时段在 10℃至 12℃之间，最高气温
10 日和 11 日在 14℃至 16℃之间，
其余时段在18℃至20℃之间。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傍晚到后
天我市沿海海面阵风 8 至 9 级，请
有关人员注意防范。

30.8℃！刷新今春最高气温纪录
本周后期晴雨相间，冷空气将登场

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通讯员
徐良） 4日上午，第三届独立品格
提名展全国巡展在宁波美术馆开
幕，展出当代艺术作品 70 余件，
其中包括 3名宁波艺术家的获奖作
品。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4日。

独立品格提名展是于 2013 年
创办的全国性展览，已成功举办
了两届，受到艺术学界的持续关
注和认可。本届提名展于 2018 年
9 月发布主题“生命的底色”，并
面 向 全 国 征 集 作 品 ， 共 征 集 到

7000 多件作品。经过评审，最终
30 人获二等奖，43 人获三等奖，
151 人获提名和优秀奖 （一等奖空
缺）。展览入选作品形式多样，包
括油画、水墨画、综合材料、雕
塑、装置艺术以及新媒体艺术等

种类。
展览策展人禹至在介绍本次展

览主题时说：“以‘生命的底色’
为主题，意在以艺术的方式，让更
多的人走近艺术，体会和感受艺术
之于人类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独立品格提名展巡展至宁波

朱晨凯

奉化区网信办联合奉化公安
分局，自编、自导、自演抵制网
络谣言的短视频《三人成虎》在
网上火了之后，如今又出“新
作”：新上线的短视频讲“套路
贷”的故事，生动形象地揭露

“套路贷”违法犯罪行为，帮助
市民提高防范意识 （3月29日中
国宁波网）。

警方保卫的是一方平安，某
种意义上说，他们是与违法犯罪
行为最接近的人，其根据工作内
容自制宣传短视频，所涉内容往
往是公众关心的热点焦点，比较
容易引起关注。就像奉化警方制
作的这几个短视频，内容生动，

卖点十足，每次都能“火一把”，
宣传效果很好。

这些警方自制的宣传短视频之
所以能火，内容有趣、契合公众需
求当然是主要原因，其能够出炉，
则在于警方敢于尝新。随着技术进
步，“尝新”也成了政务服务的重
要内容和必然要求。一些职能部门
如果继续故步自封、“端着架子”，
就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态度问题
了。就像被媒体多次曝光的“僵尸
网站”“僵尸官微”等，不但没能
收获掌声，反而有损政府形象和公
信力。

警方把宣传安全的短视频搬上
网，体现了公共服务的主动性，也
说明一个道理：新生事物在哪里，
公众聚集到哪里，公共服务就应及
时延伸到哪里，积极创新形式。管
理和运用好新渠道、新方式，有很
多工作要做，但必须认识到，敢于
改革创新、善于贴近群众，是做好
这些工作的前提。

警方自制宣传短视频为何能火

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
员王董 高志成） 4 月 6 日 上
午，一位老人在祭祖时不慎摔
伤，警民接力将他顺利送下山就
医。

当天上午 10 时 25 分，余姚
消防接到群众报警，称有一位老
人在凤山街道安山桥附近的一座
山上摔伤了，伤势较为严重，全
身无法动弹。随后，当地公安、
消防、医疗等部门迅速赶赴现场
进行营救。

救援人员告诉记者，通过近
半小时的攀登，他们终于找到了
受伤的老人。老人是从约 20米高
的地方摔下来的，面部都是血，已
不能说话，且意识模糊。

医护人员查看了老人的伤
势，确认他身体有部分骨折。经
过简单包扎，老人被转移到了担
架上。但怎么将他顺利送下山成
了救援人员面临的难题。“山路
陡峭难走，运送时他还在不断呕
吐，为了减少震动可能带来的二

次伤害，我们一点一点挪下来，并
用身体做减震器，大家接力进行保
护。”救援人员说，40多分钟后老
人被送下山，随后由救护车送往医
院。经医院诊断，除骨折和擦伤
外，老人无生命危险。

据悉，老人姓徐，62 岁，上
海人，当天与亲戚在余姚祭祖，但
在下山过程中与其他人走散了。由
于对山上环境不熟悉，老人迷路
了，并不慎出了意外。

“这样的意外最近一段时间有
不少，大家上山一定要注意脚下安
全。”救援人员告诉记者，4月6日
中午 12时左右，海曙交警在赶赴横
街大竹海景区排堵途中，一村民紧
急求助——其亲戚在山路上不慎踩
空，跌落到有近十米落差的坡下，左
臂脱臼，身体多处擦伤。由于山路难
行，救护车开不上去。最终，交警向
一辆路过的三轮车求助，又向附近
的村民借来棉被，垫在伤员身下减
少颠簸。之后，伤员被转移到救护
车，交警一路护送至医院。

老人祭祖时不慎摔伤

警民接力送其下山就医

记者 易 鹤
通讯员 张文胜 陈 儿

这两天，宁波萃英化学技术有
限公司项目申报员郑楠迷上了“抢
红包、云淘宝”。不过，郑楠抢的
红包并非来自朋友圈，而是由鄞州
区科技局发放的科技创新券。拿着
这个价值 10 万元的大红包，郑楠

可以在云集数千家专业高校、科研
院所、科技 （专利） 中介等机构的
云平台上淘到最适合自己公司的科
技服务。

记者昨天从鄞州区获悉，今年
该区安排了 250万元专项资金，用
于鼓励中小企业创新创业。中小企
业和创客 （或创客团队） 每年可申
请不高于10万元的创新券使用额。

“你创新，我埋单，是对科技
创新券服务企业的最好诠释。”鄞
州区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小
企业和创客在创新过程中，不仅受

制于资金不足，更囿于平台不够，
难以找到合适的科技创新服务机构
与平台。而部分高校、院所和大型
企业的设备开发程度不高，使用效
率低下。

创新券的出现，如同打造了一
张通行证，打通了企业与国内科技
创新服务机构合作的门槛。

据介绍，鄞州区从 2015年开始
持续推行实施的科技创新券制度，
对检验检测、检索查新、综合服务
等各项科技服务设置抵扣比例。4
年 来 ，该 区 财 政 投 入 资 金 639 万

元。
创新券有效强化了中小企业和

创客的创新主体地位，降低了创新
成本。宁波萃英化学技术有限公司
在“非洲马铃果中它波宁的提取工
艺研发”中，成功开发了样品，把
样品拿到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实验室
去分析检测，公司可以用创新券抵
扣一部分费用。该公司总经理吴涛
深有感触地说：“有了与一流科研
机构合作的平台，我们接触到了更
多的高端科研设备和高新技术，创
新的质量自然也提升了。”

每家企业每年可申请10万元创新券
鄞州真金白银助力中小企业创业创新

帮企一把帮企一把 我们在行动

本报讯（记者余建文） 最近，
海曙龙观乡晟峰淡水鱼养殖场负责
人施行君精心挑选了数十公斤肥壮
的溪坑石斑鱼种鱼，移到池里进行
人工育苗。“两年前，我们通过阶
梯化流水养殖模式，攻克了溪坑石
斑鱼的人工繁育、池塘养殖管理等
系列技术难题，取得成功。”老施
说，鱼苗养一年，长到条重 50 克
以上就可上市销售，每公斤售价
120元左右，很受市场欢迎。

10 余年来，随着乡村旅游和
农家乐的兴起，山区溪涧中美味的

野生溪坑鱼遭遇滥捕，资源严重衰
退。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高级工程
师邬勇成告诉记者，在宁波山区，
像马口鱼、淡水石斑鱼等野生鱼，
以前在溪涧中很常见，现在很难见
到踪影了。只有通过人工驯养，让
溪坑鱼“脱坑”养殖，来满足市场
供应，同时保护山区生态环境。

三年前，在渔业科技部门的支
持、指导下，我市奉化、余姚、宁
海等地鼓励养殖户尝试开展溪坑鱼
人工驯养。奉化岳林街道的奉何农
庄从新昌引进了 5 万尾马口鱼苗，

在省内首次实现马口鱼池塘人工驯
养成功，并摸索出了水质管理、配
合饲料投喂等一整套成熟的养殖
模式。余姚郎霞街道伯增水产养
殖场负责人童鑫良说，今年过年
前，场里 3 口养殖塘收上来 1500
公斤马口鱼，平均售价每公斤 130
元，周围的农家乐、餐馆等抢着
来订货，效益比养殖鲫鱼、草鱼
高出一大截。

据了解，目前全市有 10 余家
溪坑鱼养殖场，除了马口鱼、淡水
石斑鱼、宽鳍鱲等之外，“土布

鱼”的人工繁育也获得成功，并向
江苏、安徽等地输出鱼苗。渔业科
技人员说，随着技术难关突破，如
今人工养殖的马口鱼等成活率有八
九成，亩产值高的可达 4万元，还
能与虾、螃蟹、甲鱼混养，进一步
提高效益，帮助养殖户增收。

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院长林庆
欢说，人工养殖溪坑鱼市场前景不
错，随着养殖数量的增加，可以考
虑其中一部分用于增殖放流，让溪
涧重现鱼群畅游的场面，提升山区
生态环境。

溪坑鱼人工养殖“多点开花”
既满足市场供应，又保护山区生态环境

本报讯（记者王博 通讯员
林幼娟） 鲜！嫩！肥！昨天，首
届瞻岐蛏子节开幕，上千名村民
共享“蛏子宴”。

昨天上午8时不到，鄞州区瞻
岐镇政府门前的小广场上搭起了
帐篷，镇里几家有名的海鲜店派出

“当家大厨”，带着锅碗瓢盆、油盐
酱醋，给村民们做了一顿“蛏子
宴”。 铁板蛏、水煮蛏、盐焗蛏、脆

皮蛏……现场的村民大快朵颐。
据悉，瞻岐镇拥有 11公里海岸

线，咸淡水交汇的独特海域位置孕
育了鲜美的海产。相比其他地方的
蛏子，瞻岐的一道特色菜式——倒
笃蛏子，总让食客回味无穷。把蛏子
在盐水中浸泡一个小时，码入搪瓷
杯，不加水上锅蒸，蒸上三四分钟出
炉，这样做出来的蛏子肉质弹性足、
韧性强，鲜香扑鼻。

瞻岐上千村民共享“蛏子宴”

清明前后蛏子又肥又嫩。 （胡龙召 摄）

市民在宁波美术馆参观第三届独立品格提名展作品。 （周建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