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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维护、绿化卫生、垃圾
处理……物业服务水平的好与坏
直接关系到居民生活品质和城市
文明形象，如何理顺物业公司与
居民关系也成为难点。

宁波国家高新区新明街道想
出“高招”，让“专家”给物业
服务打分，分数高的、进步显著
的予以奖励，屡次不改的予以通
报 批 评 。 该 办 法 实 施 11 个 月
来，辖区内小区物业服务水平显
著提升：11 个月前居民投诉中
与物业服务有关的占36%，如今
该数值降到18%。

理顺物居关系
居民成小区问题“啄木鸟”

新明街道下辖 36 个居民小
区和 13 个商务楼宇，是高新区
居住人口密度较大的区域。在这
里，有新建成交付的高档住宅，
有企业集聚的商务楼宇，也有

“脏乱差”的老旧小区，物业管
理水平参差不齐。

在物业纠纷“井喷式增长”
的情况下，该街道推出“月度物
业管理考核办法”，邀请“专
家”给物业服务打分。

7 月 5 日，在丁香苑小区，
笔者跟随打分的“专家”体验了

“找茬”过程。打分小组由 3 个
人组成，分别是来自宁兴御府小
区的浙电物业区域经理许梦、明
辰紫月小区业委会成员李风芝和
银珠明园小区居民代表余宝芬。
进入小区，他们边走边看边记
录，重点关注保洁、保绿、保
安、保修等与居民切身利益相关
的物业服务内容，并就存在的问
题提出整改意见。

“公共区域和楼道有堆放杂
物现象”“个别小区门岗值班人
员有未在岗现象”“上个月发现
的种菜现象已经被取缔”……两
个小时下来，打分小组的本子记
录了5页纸。

为确保打分公平，街道从每
个小区和商务楼宇内选拔一名物
业公司经理、一名业委会成员和
一名居民代表，共选出 147人组
成专家库。每月，街道都会从专
家库里随机抽出三类人员共 8
名，组成 8个打分小组，每组考
察六七个小区，打分人不得为自
己所属的小区打分。

形成良性竞争
重奖进步最大的小区

“‘专家’给物业服务打
分，打分结果在每月 25 日统一
公布。公布分数的同时，街道还
会发布一本台账，台账上详细记
录了每一个小区和商务楼宇物业
服务哪里做得好，哪里存在问
题，并给出整改意见。”新明街
道办事处主任王立说，这个过程
就 好 比 淘 宝 购 物 给 卖 家 “ 评
分”。而街道会根据分数排名，
对排名靠前和进步最明显的予以
奖励。

涨浦景苑小区是拆迁安置小
区，“脏乱差”曾一度是它的代
名词。而在“专家”打分后，该
小区发生了显著变化：不仅在河
畔 较 为 阴 暗 处 增 设 了 16 盏 路
灯，把 58 部电梯的地面保护板
重新装饰，还针对居民反映的绿
化问题进行补种，甚至为老人提
供买药、买菜等“跑腿”服务。

“我们的付出得到了居民的认
可，物业费收缴率达97%，还几
次获得街道评比的‘进步奖’。”
该小区物业经理周海潮说。

这项做法，不仅让居民获
益，也帮物业经理理顺了思路。
作为专家库的一员，华城花园小
区物业经理陈占武也有几次打分
经历。“到别的小区打分，自己
也能‘偷师’不少创意和管理理
念。比如我经常向万科物业学精
细化管理，向明月社区学如何开
展便民活动。”陈占武说，半个
月前，他们整合小区内的商业街
资源，为居民办了一场公益活
动，免费理发、开背按摩，搭建
了店家和居民的互动平台，让大
家亲如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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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表巨子”郑章斐、“数控之
父”郑维敏、“力学大师”郑哲
敏、著名画家郑境台、水利专家
郑胜丕、女网“金花”郑洁……
这些响当当的名人有一个共同的
祖籍——章水镇郑家村。“五湖四
海的乡贤是郑家村的宝贵资源。
此前，我们已开展调查摸底，了
解乡贤人士的发展方向、特点专
长及回报家乡的意愿，并建档入
册 ， 建 立 动 态 的 乡 贤 人 才 数 据

库。”郑家村党总支书记郑宏国介
绍，郑氏后人名人辈出，纳入该
村乡贤人才库的有一百来人，他
们在团结乡民、反哺乡里等方面
发挥着特殊作用。

乡贤回归参与乡村建设给“失
血”严重的乡村注入了新鲜血液。
当选为郑家村乡贤理事会会长的桂
锡光告诉笔者，10 余年前，每逢
春节、重阳节期间，就有一大批爱
心企业家回村给老人捐款捐物。

“村里的膳食堂、文化礼堂的空调
是乡贤捐赠的，几位贫困学子完成
学业所需的学费也由乡贤提供。”

桂锡光说，眼下，几位企业家又计
划配合村里对原郑家小学进行改
造，出资打造成村里的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为村里部分老人提供就餐
服务。

如何凝聚力量助力乡村振兴是
不少乡贤关心的问题。天胜农牧董
事长朱升海因产业结缘成为郑家
村乡贤理事会成员，他说，天胜
农牧农场向郑家村租了 600 多亩
地 ， 经 营 好 这 些 土 地 ， 提 高 亩
产，做强产业，村集体和村民收
入就“水涨船高”。“将乡贤资源
作为村集体经济发展、招商引资

的重要资源，是村子今后要打的
发展牌。”郑宏国表示，目前，镇
里正在打造浙贝母产业园区，流
转了村里 100 多亩土地，还有一
些村外企业家通过资本回流，扎
根村子发展种植业。

类似的“乡贤众筹”服务家乡
发展的事例不胜枚举。2016 年，
集士港镇深溪村计划建设文化礼
堂，近 40 名乡贤自发筹款 80 余万
元补充建设资金，如今深溪村文化
礼堂成了村内的靓丽风景，每周有
文艺爱好者活跃于此。

如今，深溪村乡贤理事会由

60 多名成员组成，有商界人士、
文化贤者等。深溪村党支部书记柳
国飞表示：“乡贤们思路开阔，在
道德引领、社会新风、邻里协调、
乡村治理等方面能发挥积极的作
用，有力推动农村走向善治。我们
将推动乡贤发挥‘五事’（知事、
理事、评事、议事、监事） 职能，
助力家乡建设。”

“在乡村振兴的大潮中，应培
育乡贤文化，壮大乡贤力量，搭平
台凝聚乡贤参事议事，形成乡村发
展强大的‘智库’。”海曙区相关负
责人表示。

新明街道

请“专家”给
物业公司打分

海曙海曙
““乡贤回归乡贤回归””助推乡村振兴助推乡村振兴

记 者 朱军备
实习生 郑 蕾

■宁波种草历史悠久，蔺
草加工业曾经辉煌

宁波，是有实物证据的中国草
席的最早发源地。在发掘河姆渡遗
址时，考古队员发现了新石器时代
的草席残片，当时的先民们主要用
来遮身、铺地或遮风避雨。这样说
来，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草席已
伴随了人类7000年。

制作草席的草，名叫蔺草。
蔺，为多年生草本植物，也叫“灯
心草”，茎可编席。用蔺草编织的
席子，通气清凉，具有明显的吸湿
性和放湿性，对人体的健康非常有
益。

900 多年前，宁波城西的鄞西
平原曾有浩渺的广德湖，广德湖的
泥涂地特别适合蔺草生长。明州草
席，最早使用的就是广德湖一带野
生的蔺草。广德湖废湖为田后，人
们仍然种植蔺草，世代编织草席，
成为当地人的主要经济来源。

1954 年，周恩来总理参加日

内瓦联合国大会前，指名要宁波产
的“白麻筋”草席作为国礼赠送给
参会的各国首脑。2000 年，在泰
国举行的国际农博会上，宁波草席
荣获银奖。

质地精密、挺括硬实、柔软光
滑、收藏简便的宁波草席，享誉海
内外。尤其是日本，更是传承了我
国汉民族的遗风，喜欢席地而坐，
几乎每家每户的房间里都铺榻榻
米。榻榻米为日语音译，日本名为
叠敷。榻榻米多为蔺草编织而成，
一年四季都铺在地上供人坐或卧。

上世纪 90 年代初，日本榻榻
米年需求量约 4400 万条，宁波的
蔺草制品主要销往该国。

在集士港、高桥、古林等地，
高峰时期曾有 300多家加工厂，蔺
草 种 植 面 积 17 万 多 亩 ， 种 草 农
民、加工厂因此赚到了钱，成为

“草老板”。
目前，全市有各类蔺草企业

100余家，产业规模达20亿元，从
业人员 2.3 万人，常年种植蔺草 5
万亩，联系带动农户 4万户，产品
占国内份额的90%以上，宁波已成
为全国最大的蔺草种植、生产、出
口基地。

■日本市场跌跌不休，企
业转向内销市场

随着日本青年人生活方式的日
益西化，对传统榻榻米的需求也越
来越少。目前，日本榻榻米年需求
量已下降到 1200 万条。同时，由
于出口国单一、日商压级压价，再
加上日元贬值、汇率波动、种植过
剩等因素影响，我市蔺草产业渐渐
变得步履维艰。

每年都要去日本市场考察的宁
波新艺蔺草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韩
国良说：“日本对榻榻米的需求减
少，蔺草供大于求，因此对蔺草加
工业打击比较大。为何蔺草制品以
外销为主的市场在不断萎缩？因
为，日本年轻人生活方式西式化，
蔺草席销量逐渐减少。”他介绍，
日本蔺草主产地之一的熊本县企业
也在锐减，每年有近 50 家加工厂
关闭，前年是 450 家，今年只存
350家了。

2015 年，日本蔺草制品市场
加速萎缩，宁波蔺草加工企业却盲
目生产、囤积蔺草，致使供需失
衡，引发了一场席卷整个行业的

“毁苗求生”风暴，44家蔺草加工
企业销毁了当年90%的蔺草秧苗。

经历了关停、改造、转型的
“阵痛”后，宁波蔺草企业纷纷开
拓内销市场，力图浴火重生。

宁波开诚工艺品有限公司早在
1999年，其外贸蔺草产值已达1亿
元，在日本市场有着广泛的合作伙
伴。在外贸增长空间受到不断挤压
的情况下，该公司不得不及时调整
生产和销售战略，开始研发满足国
内消费者需求的新产品。

“蔺草制品做外销业务时，产
品大多以榻榻米为主，品种比较单
一，有些是半成品，而国内市场需
要丰富的新产品。”开诚工艺品公
司负责人李秉刚说，如今公司的产
品有藤席、冰丝席、竹席、床单
席，还有蔺草席 （双面） 等。今年
内销受天气影响，销量有所减少。
但总体来说产品升级、种类增加，
销售渠道就打开了。今年冰丝席和
蔺草席销量有所提升。

目前，开诚公司国内销售的渠
道有电视购物、电商以及商场超市
等，产品主要销往华中、华北、华
东地区。如今，该公司外销、内销
年产值各达 1亿元。其中，内销渠
道电子商务和实体店又各占一半。

走进位于海曙区横街镇的宁波
华业纤维科技有限公司，大型仓库
里堆满了各种草制品，分门别类整
齐地摆放着，产品都印有条形码，
便于给电商发货。

从 2014 年该公司转战电商以
来，现有 70 人的团队负责运行电
商平台。“产品从中转仓库拉到配
货仓库。在配送中心楼上打单，楼
下发货。快递单贴上后，整车运
走。”公司总经理陈向敏说。

刚刚过去的“6·18”，该公司
发货 1 万单，销售额 610 多万元。
一个发货点来不及做，又在慈溪建
立了一个发货点。同时，该公司今
年还投入了五六十万元的广告费，
并在全国各地设立了代理,打响了

“老席匠”品牌。
刚开始一直以外贸为主的宁波

绘家家居有限公司，于 2009 年开
始转型内销。“十年前就已经打算
做内销了，当时电商未兴起，很多
做内销的人在商场、超市铺货，我
们当时没有迈出这一步。只是在银
泰铺货，但效果不好。”董事长鲁
孟东说，公司现有 3 个品牌，2 个
团队。以前电商由他人托管、外
包，前年收回来自己组建了团队。
这两年的电商以淘宝为主，京东也
有。

■从纯草到多材料混合，
从单一产品到花样翻新

“冰丝席”“仿藤席”“双面
席”……这都是近几年“冒”出来
的新产品。以蔺草为主，宁波的蔺
草业已开发出草竹混编、草藤混
编、仿藤、纸草、冰丝等十多个系
列、几百个品种，形成了产业全链
条。但这也造成了近几年蔺草制品
销量的下降。

仿藤的主要材料是再生纤维
素。仿藤席有可折叠、不发霉、不
生虫的优势。冰丝席是冰丝与植物

纤维混纺，使得其柔性更好，可以
印花。制作该纤维材料的工厂之前
是在台州。台州、安吉为宁波提供
原料，由宁波来做成品。近几年，
台州、安吉也开始自己做。因此，
宁波的优势在减弱。

近日，陈向敏向记者透露了一
个新趋势：由于人们对自然材料的
重新认识，仿制材料可能会被市场
逐步淘汰，天然的蔺草制品将重新
获得人们的喜爱。天猫小二已明确
表示以后应该增加蔺草席的供货
量。

同时，各企业加大研发力度，
积极开拓新产品。如开诚公司的专
利产品“七折席”，由于可放在办
公室用于午休、旅游时携带方便、
可放在汽车后备厢等，今年卖得非
常好。

新艺公司的韩国良，一边做外
销，一边拓内销。从去年 5月底开
始，打出“宝升和室榻榻米”品
牌，为国内客户全屋定制榻榻米和
室。例如在房产公司交房前，将一
个 10 至 12 平方米的房间，拿来进
行日式装修。有专门的设计师、安
装工，材料有榻榻米、木材等。他
们参加今年 4 月、7 月的家博会
后，签单量不错，已有近百家客
户。去年 7月，在现代家居市场开
设了体验门店，今年 4月又在红星
美凯龙开设了第二家门店。

“蔺草是个好东西。实验证明
蔺草净化空气的功效比炭包更好。
蔺草的海绵结构有效吸收空气中的
二氧化碳以及甲醛等各种异味。”

“绘家”公司的许经理对蔺草进行
了深入研究后说，日本人可以将蔺
草磨粉 （类似抹茶粉），用来做蛋
糕。中医治牙痛可喝蔺草茶，以利
尿消肿。她想尝试“生活方式输
出。”

据宁波市蔺草经济联合会秘书
长余自生介绍，海曙区已将“浙江
宁波黄古林蔺草-水稻轮作系统”
申报第五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一旦申报成功，这一历史悠久
的宁波农耕文化遗产，离全球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又近了一步。同时，

“古林蔺草”申请农产品地理标志
已受理公示。

郑家村乡贤理事会成立。（张立 陈朝霞 摄）

日前，海曙区章水镇郑家村乡贤理事会成立，一共吸纳了73位会员，涵盖商界人士、

文化名人和地方爱心企业家等。郑家村是继集士港镇深溪村、洞桥镇沙岗村之后，海曙区

第三个成立乡贤理事会的村。海曙区以乡贤理事会为平台，正撬动更多社会资源参与村庄

建设，吸引更多乡贤回归助推乡村振兴。

一根草一根草““ ””出两个市场出两个市场
“块状经济转型升级”系列报道之二

走进位于海曙区横街镇的宁波绘家家居有限公司
样品室，地上铺的是蔺草地毯、草蒲团坐垫、榻榻米，床
上放的靠垫,还有瑜伽垫、时尚草制拎包等，满室散发着
草的清香。

一根草能开发出这么多新品，令人难以置信。而以
蔺草制品为主的整个产业的年销售额达20亿元，国内国
外市场差不多各占一半。

在去年举行的全国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建设会上，
国家质检总局宣布宁波蔺草为全国制造业区域品牌30
强，评估价值接近90亿元。

“东乡一株菜，西乡一根草”。改革开放四十年，这根
蔺草见证了市场经济的风风雨雨，从粗放型到精细化,从
单一市场到多元市场,一直走在转型升级的路上。

长
“绘家”的样品室。（朱军备 郑蕾 摄）

“新艺”的“宝升和室榻榻米”样品。（朱军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