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余建文 通讯员 樊芸

上月底，鄞州福明家园社区广
场上，新一季便民服务启动，家电
修理、理发缝补、医疗咨询等 10
来个志愿服务摊位前，人头攒动。
这次，社区还特别邀请了市公交总
公司志愿者团队，分发市区公交运
行线路手册，为居民讲解、规划地
铁与公交换乘的便捷路线。居民史
大姐说，现在公共交通地上、地下
都有，老年人搞不清，“有了公交
同志的指点，以后乘车就不‘迷
糊’了。”

把志愿服务与群众需求精准对
接，不断提升“先锋 e号”党建服
务内涵，是福明家园社区一直追求
的目标。社区党委负责人裘金杰介
绍，社区里的老年人很注重日常保
健，但苦于找不到好的指导老师，

“这次，我们请来辖区内共建医院
的专业保健医生，现场教授防治肩
颈疼痛、腰肌劳损的要领，非常受
欢迎。”

福明家园是全市第一个农村地
块拆迁户集中安置小区，辖区内有
4200 多户上万人口。近年来，社
区筛选组织了一支以 120 名在册
党 员 为 骨 干 的 志 愿 者 队 伍 ， 以

“服 务 +” 为 理 念 ， 组 建 治 安 巡
逻、护河治水、生态护绿、敬老
送学等近 10 个团队，打造“先锋
e号”党建服务品牌。目前，党员
志愿者平均每月志愿服务时间达
到 140 小时，渗透到社区服务方
方面面。

在常态化的“党员+技能+服
务”基础上，今年，社区推出“个
性化定制”新模式，为提升“先锋
e号”志愿服务注入新动力。根据
居民群体的不同特点和不同需求，
实施“群众点单、党委定制、党员
接单”模式，并配合推出党员服务
地图，为社区党员、群众提供知
心、贴心的个性化服务。对不能现
场解决的问题，社区通过召开民情
分析会研究“订单”，协同有关职
能部门限时解决，确保群众反映的
民生问题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
实。

今年 5月，社区老党员胡阿姨
向社区求助：“我和老伴最近身体
不好，党员主题日活动不能来参
加，可是又很想学习了解党的新动
向和要求，希望得到帮助。”社区
党委随即在党员微信群中发布了这
条 信 息 ， 立 刻 有 青 年 党 员 “ 接
单”，把近期的党员活动学习内容
归纳整理后，上门给胡阿姨夫妇送
党课。

“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
针对性服务。”福明家园还与辖区
共建单位泰富广场、圣丰建筑、宁
波公交、市口岸打私办等党组织进
行区域党建，借助外脑外力，提升
服务效能。此外，积极发掘、培育
社区内部社会组织，推出更多与居
民所需接轨的服务项目。

目前，福明家园培育了“萤火
虫”“小种子”两家知名的“民办
非企”组织。宁波“小种子”公益
亲子阅读社成立 4年多来，持续开
展亲子阅读公益分享，将阅读的种
子根植在少年儿童的心中。如今，

“小种子”不断壮大，从福明家园
撒播到宁波全市，一年开展活动
370 多场，参与服务的志愿者有
800多名，服务1万多人次。“小种
子”公益亲子阅读社被评为 2018
年度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
100”先进典型——最佳志愿服务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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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朱军备
实习生 郑 蕾

近日，鄞州区水利局联合市河
道管理中心、东部新城城市管理中
心、东部新城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福明街道等单位的治水干部，针
对甬新河（鄞州段）尚需提升的项目
进行会商，下一步给予集中整改，为
争创浙江省最美河湖打下基础。

鄞东南平原地势平坦，台风带
来的山洪常常引起洪涝灾害。2002
年，宁波市政府着手对甬新河进行
全线整治，通过拓宽老河、开挖新
河，将全线沟通，并于 2008年完工，
全长 35.76公里，平均河宽 60米。这
是当代宁波水利史上的一项重大工
程。

鄞东南平原骨干排水河道

作为宁波市内河水网中最长的
一条人工河，甬新河起自奉化区境
内的东江，由南向北穿过奉化区、
鄞州区、高新区，最后由甬新闸注

入甬江，流向东海。
为了更好地发挥甬新河蓄水排

涝的河道功能，近年来，水利部门
对甬新河及其支流又进行了多次整
治完善，实施了甬新河紫郡小区段、
甬新河支流井亭段、甲村横河疏浚
等整治工程，使甬新河在防洪排涝、
水资源水环境等方面更加完善。

目前，甬新河与甬新闸、甬新
泵共同组成了甬新河排水系统，与
其他水利工程配合将鄞东南平原涝
水和东江通过高楼张堰分泄的洪水
北排入甬江。无疑，甬新河已成为
鄞东平原骨干排水河道。

最美的城市景观河

甬新河从奉化上游直流而下，
穿过田野和村庄，进入鄞州区后，
经甲村、励江岸又折向东北与同三
线高速公路基本平行，穿过下应街
道、鄞州大道、潘火立交桥、宁穿
公路、通途路进入东部新城，穿过
高新区,直排甬江而入海。

为了确保甬新河清水长流，这

条河的河长一直由鄞州区委书记担
任。日常养护和管理工作由专门机
构负责，沿河的市政道路、桥隧、
园林绿化、环卫、排水等由专业人
员分工管理，各负其责。

近年来，甬新河周边已绿树成
荫，花木由专人养护，亲水湿地公
园游人如织。

近日，记者跟随鄞州区农村水
利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坐船巡河，只
见清波荡漾，两岸浅滩水草茂盛，
鲜花掩映绿树。芦苇丛中，偶尔有
水鸟掠过。

如今,甬新河(鄞州段)已成为一
条城市之河、一条风景之河。清
晨，白鹭在河面上翩跹，晨练的人
们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傍晚，余晖
如碎金子铺在河面上，人们在河边
散步、垂钓、赏景。

福明家园：
“先锋e号”
创新“个性定制”
做强志愿服务

记 者 陈章升
通讯员 岑淑益 张金科

一年销售的拖鞋可绕地
球四圈半

逍林镇是我国拖鞋主产地之

一。目前，该镇有近 2万人从事拖

鞋生产加工，销售的毛绒拖鞋占全

国 80%市场份额。“拖鞋制造业是

让许多逍林家庭率先发家致富的传

统行业。经过 30 多年发展，我镇

制鞋企业已超过 800家，涌现出一

批 行 业 龙 头 企 业 和 家 居 拖 鞋 品

牌。”逍林镇相关负责人说，当地

每年能销售拖鞋 3亿双。如果把这

些鞋拼接在一起，可以绕地球四圈

半。

“赢在路上”是宁波胜利之鹰
鞋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戚忠恩的座右
铭，也是这家企业发展的写照。作
为一家老牌制鞋企业，“胜利之
鹰”见证了慈溪拖鞋行业的发展与
变革。“上世纪 70年代末，逍林只
有几家制鞋企业，主要生产销售各
类童鞋。这种鞋子适合娃娃们学步
时穿，当时在外地很畅销。”戚忠
恩回忆，改革开放初期，慈溪商人
扛着装有鞋样的箱子走南闯北，不
仅打响了“慈溪鞋”品牌，也为拖
鞋产业发展打下了扎实基础。

上世纪 90 年代，逍林拖鞋产
业进入发展“黄金期”。1990 年，
慈溪商人在北京销售童鞋时发现，
俄罗斯客商对软底成人拖鞋需求很
大。寻觅到商机后，他们便回到家
乡设计生产这种新产品。“在制鞋
行业，产品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更
新！”戚忠恩告诉笔者，为了抢占
商机，他当时设计了一款“点塑
底”成人拖鞋，通过经销商“牵线
搭桥”出口至俄罗斯，淘到了第一
桶“金”。

随着消费者对家居拖鞋需求量
的不断增大，许多慈溪人加入“制
鞋大军”中。自上世纪 90 年代中
期起，各类拖鞋产品犹如雨后春笋
般在慈溪不断涌现。“那时，大家
挤‘绿皮火车’外出跑销售，骑着
三 轮 车 去 送 货 ， 逐 渐 将 产 业 做
大！”慈溪市鞋行业协会负责人
说，几十年来，慈溪人做精“拖鞋
文章”，面对竞争奋起直追，凭着
一股韧劲奠定了市场地位。

“新门槛”倒逼企业转型升级

做拖鞋看似简单，但要做好并
不容易。才到 7月，逍林镇上大大
小小的拖鞋工厂和作坊便进入了冬
季拖鞋的生产旺季。冬鞋夏制，为
国内外经销商的运输和铺货预留出
足够的时间，当地拖鞋企业自上世
纪 80 年代起就遵循着这样的市场
规律。

从房前屋后几个帮工围坐干活
的小作坊，到年产拖鞋几百万双的
大厂，拖鞋行业让逍林人的钱包

“鼓”了起来。用当地人的话说，

再不起眼的小楼里，也可能住着身
家千万的富户。然而，这个快速发
展的行业也曾给逍林带来烦恼：随
地堆放的制鞋材料多属易燃物，消
防隐患令人担忧；随意倾倒的垃圾
废料，给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出了
难题。

“问题再多，总有办法解决！”
逍林镇相关负责人介绍，自 2014
年起，该镇对拖鞋生产基地中的激
光切割设备与合用场所进行集中整
治；在排摸整改基础上，开展“低
小散”行业集中整治行动。其间，
有 600多家低小散经营户通过整改
消除了消防安全隐患，200 多家问
题经营户被关闭取缔。

经过大力整治，逍林拖鞋企业
的生产环境焕然一新。日前，笔者
在该镇一家制鞋作坊内看到，屋内
过道干干净净，能容纳两个人并排
通过，屋后还架起了一座钢制的安
全楼梯。该镇安监所负责人说，现
在，像这样的制鞋场所必须安装应
急灯、灭火器、烟雾感应器等消防
设施，室外要配上逃生楼梯，住所
和生产场所之间还要装好防火墙或
防火门。

为了整治规范拖鞋行业，逍林
镇提高了“准入门槛”，做到证照
登记、安全设施、税务管理、劳动
监管、垃圾回收全覆盖，倒逼企业
转型升级。“去年以来，我镇结合

‘五水共治’与小城镇环境综合整
治，在青春路鞋业一条街实施了店
铺立面改造提升工程和‘水岸同
治’行动。”该镇相关负责人说，
现在，这条街上的 600多家经营户
有了统一标准的横幅、广告牌，加
工产生的废料有专人负责回收，附
近的河道也变得更加整洁。

“老产业”走上创新发展之路

在慈溪拖鞋行业，许多企业有
“压箱底”的新产品，这些都是他
们近年来精心设计研发的成果。

“慈溪拖鞋产业的发展史记录了制
鞋企业不断创新的过程。以鞋底为
例 ， 30 多 年 来 ， 它 陆 续 经 历 了

‘ 点 塑 底 ’‘ 牛 筋 底 ’‘TPR 底 ’
‘PVC 底’等演变。每一次变革，
都是制鞋企业突破发展瓶颈的过
程！”慈溪市千固鞋业有限公司负
责人岑志伟说。

先进的制鞋设备是拖鞋产业转
型发展的一大“引擎”。日前，在

“千固鞋业”制鞋车间内，工人们
正在调试新引进的电脑自动剪线缝
纫机。有了这种新装备，每个工人
的生产效率能比以前提升 20％以
上。“从脚踏缝纫机到工业电动缝
纫机，再到电脑自动剪线缝纫机，
我们的生产设备一直在更新。”岑
志伟说，近年来，公司每年都会投
入技改资金对生产线进行升级改
造。

突破传统销售模式，打响自主
品牌，这是逍林拖鞋产业发展面临
的新课题。从 2017年开始，“百舒
鞋业”生产的所有家居拖鞋打上了

企业商标，其中“小猪佩奇”授权
的商标和企业自主商标“百舒”各
占50%。去年，该公司凭借品牌优
势，进军电商市场，通过线上线下
销售联动，进一步开拓了市场。

“百舒鞋业”总经理岑建新表示，
品牌竞争力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外
在表现。制鞋企业只有打响自主品
牌，才能在市场变幻中保持旺盛的
生命力。

从坐等批发商到自己闯市场，
一批逍林年轻人正在尝试拖鞋“触
电”。上周五中午，在桥一村“繁
鑫家居”办公室内，80 后总经理
岑益斌正与 5名公司网店员工围坐
在样品拖鞋前，挑选今年冬天的潜
在“爆款”。去年，这个电商小团
队在网上完成了 1000 多万元销售
额。“酒香也要会吆喝！”岑益斌
说，在逍林镇，有许多年轻人从事
电商。“在网上，我们能了解拖鞋
消费新动向，从而明确公司的生产
方向。去年，我们设计生产了一款
带有五角星纹饰的棉拖，网店的销
售量超过了10万双！”

在整治中规范，在合作中升
级。今年 3月，慈溪成立鞋行业协
会，翻开了拖鞋产业发展新篇章。

“我市拖鞋企业还存在管理不规
范、品牌经营意识不强、单兵作战
等‘短板’，这些都阻碍了行业健
康有序发展。”协会负责人表示，
他们既要通过协调管理机制，避免
企业恶性竞争，也要在设计研发、
品牌运营上有新突破。“目前，我
们正与几所高校开展产学研合作。
通过‘借脑引智’，进一步提升慈
溪拖鞋的生产工艺水平！”

编者按

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1986年，中央提出“发展乡镇企业是振兴农村经济的必由
之路”，吹响了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号角。我市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有闯劲的农民开始创业，乡镇企业如雨后春
笋般冒出来，村村冒烟，户户办厂，被称为“农民创世纪”。

光阴荏苒，走过30多年，有些企业成为大公司，有些悄然消失，还有一些抱团发展，形成块状经济，支撑起
一地的发展。按照“‘八八战略’再深化，改革开放再出发”的要求，传统工业正处于脱胎换骨、转型升级的重
要阶段。本版从本期起推出“块状经济转型升级”系列报道，记者走进乡镇传统工业企业，追溯块状经济发展历
程，剖析当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共同探讨未来发展之路。

甬新河：穿过城市的景观河

图为甬新河图为甬新河 （（鄞州段鄞州段）） 一景一景。。（（朱军备朱军备 摄摄））

选料选料、、复合裁剪面料复合裁剪面料、、制作鞋楦……这两制作鞋楦……这两
天天，，慈溪市逍林镇慈溪市逍林镇““紫曜鞋业紫曜鞋业””的制鞋车间内呈的制鞋车间内呈
现一片繁忙的景象现一片繁忙的景象。。经过经过 6060 多名工人的精心加多名工人的精心加
工工，，一双双精美的麻拖陆续一双双精美的麻拖陆续““走走””下生产线下生产线，，被被
销往世界各地销往世界各地。。““我们每天生产的拖鞋有我们每天生产的拖鞋有 11 万多万多
双双，，其中麻拖主要销往阿联酋其中麻拖主要销往阿联酋，，地板拖主要销往地板拖主要销往
日本日本、、美国美国。。88月月 55日前日前，，公司要完成公司要完成4040万双拖万双拖
鞋订单鞋订单。。””公司总经理李海刚说公司总经理李海刚说。。

小拖鞋“撬”动大产业。改革开放以来，慈
溪人依靠勤劳、智慧和勇气，用小拖鞋做出了大
名堂。“慈溪拖鞋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形成
了集原料加工、设计研发、生产销售等于一体的
全产业链。目前，慈溪拖鞋产品有上千个品种，
远销 1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超过 50亿元！”
慈溪市鞋行业协会负责人说。

图为拖鞋加工现场。（陈章升 摄）

图为琳琅满目的拖鞋。（陈章升 摄）

一双拖鞋一双拖鞋““ ””天下天下
““块状经济转型升级块状经济转型升级””系列报道之一系列报道之一

走走

“先锋e号”志愿者开展广场
服务。

（余建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