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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市区空气质量预测：良至轻度污染

牢记总书记殷切嘱托 勇当“重要窗口”建设模范生
本报讯 （记者张燕 通讯员甬轨君）

来自轨道交通的消息，5 号线一期钱湖南
路站与市政地下通道同步规划、同步建
设，将原来分别需要 4 年和近 3 年的工期，
缩短到 5 年左右，预计可提前 2 年还路于
民。

5 月 12 日，记者来到位于钱湖路与鄞
县大道交叉口的 5 号线一期钱湖南路站项
目建设工地。阳光下工地的围挡上腾起阵
阵水雾，自动雾化喷淋系统给经过的行人
带来清凉，也减少了施工扬尘。

5 号线一期 TJ5105 标项目包含钱湖南
路站、市政下穿通道、河道改移等工程。

钱湖南路站为地下三层岛式车站，全长
177.8 米。鄞州区市政道路钱湖路下穿通
道全长 549 米，其中 177.8 米与车站共建。
按照常规轨道交通建设思路，一般先建造
地铁车站，然后市政再建下穿通道。这样一
来，一个地点两个项目，建设周期较长。

为缩短工期，早日开放受施工影响的
地面道路，早在 2017 年该工程招标前，宁
波轨道交通就与鄞州区相关部门商讨同步
建设方案，最终决定采用“共建”的方
式，将原先位于地下二层的车站改至地下
三层，钱湖路下穿通道则位于地下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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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工程一起干 七年工期变五年
轨道交通钱湖南路站和市政地下通道同步建设
预计提前2年还路于民

记者 黄程

“以前这里是荒山，现在种茶叶挺好
的，我们在家门口就能挣钱了。”在我市海
曙区对口帮扶的贵州省黔西南州贞丰县，
挽澜镇板光村村民毛静许看着山坡上葱绿
的茶树高兴地说。

今年年初，板光村党员毛峰牵头在村
里成立了贵州龙之韵茶叶有限公司，借助
东西部扶贫协作项目资金支持，带头发展
茶树种植，解决群众就业增收难题。目
前，挽澜镇板光村、窑上村等 4 个村共种
植茶叶 2800 多亩，茶产业逐渐成为该镇带
动群众增收脱贫的重要产业。

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摘
帽”之后，脱贫攻坚不松劲。今年，我市
在贵州省黔西南州和吉林省延边州安排的
东西部扶贫协作资金均已拨付到位。其
中，黔西南州 3 个新出列县各继续安排资
金 5000 万元以上，2 个未出列县各安排资
金 6000 万元以上；在延边州，47 个帮扶项
目已排定并陆续启动。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
防治，是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
发展阶段后，必须迈过的三个关口。2019
年以来，我市三大攻坚战针对突出问题，
打好重点战役，纵深推进各项工作，不断
闯关夺隘，取得了一系列关键进展。在

2020 年这个关键节点，我市提出“坚决打
好三大攻坚战，确保全面完成目标任务”。

精准脱贫攻坚战，从“打赢”
到“打好”

日前，“全国首个消费扶贫直播间”在
鄞州区南部商务区山丘市集亮相。鄞州区
发改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以“直播+扶贫”
的形式打造这一直播平台，旨在让更多网
友了解各地的特色农产品，让更多农产品
有见“市面”的机会，也让更多热心人进
入直播间“买货”。

近年来，我市扎实推进东西部扶贫协
作，持续加大资金支持、产业合作、消费
扶贫和社会帮扶力度，同时深入开展对口
支援、山海协作。 【下转第6版③】

精准发力三大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贯彻市两会精神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系列报道之三

本报讯 （记者易鹤） 昨天上午，市委
副书记、市长裘东耀在慈溪调研“米袋
子”“菜篮子”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
署，按照市委的工作要求，聚焦落实“六
保”，扛牢保障责任，压实生产任务，确保

“米袋子”“菜篮子”量足价稳。
裘东耀首先来到慈溪市现代农业开发

区。区内的正大中国区食品研发中心是慈溪
市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的三大科创平台
之一。裘东耀参观了展厅、中试车间和创新
厨房，详细了解西兰花抗癌产品研发、禽蛋
超微结构研究等项目情况，询问食品生产新
工艺、新设备，对该中心专注食品研发生产
表示肯定。他希望该中心充分发挥优势，将

农产品的价值开发到极致，推动农产品加工
业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群众生活需求。在
正大桑田优质粮食种植基地，裘东耀仔细询
问粮食品种、产量和生产工艺，肯定基地在
盐碱地上创新“水淹法”“灌排一体化”水稻
种植和“稻渔共生”种养结合的做法，勉励该
基地探索推广新技术，打造展示农业现代化
的窗口。在瑞丰食用菌工厂化种植基地，裘
东耀考察了科普长廊、搔菌车间，了解白玉
菇的生产流程、产量销售等情况，感谢企业
为丰富群众“菜篮子”产品所作的努力，希望
企业持续抓好质量管理和产品创新，推动发
展经营提质增效。

随后，裘东耀来到慈溪市施叶生猪养
殖场，了解养殖场基础设施、环境消毒、
养殖管理、生猪存栏等情况，要求企业加

强疫病管理、注重风险防控，走科学化、
规模化养殖之路。裘东耀还考察了慈溪市
鑫百勤农牧专用车辆有限公司，实地观摩
封闭式运猪专用车性能演示。

在 考 察 时 ， 裘 东 耀 强 调 ，“ 米 袋 子 ”
“菜篮子”始终是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
各级政府及部门要高度重视粮食、生猪等
主副食品的生产和供应工作，全力以赴完
成好稳定粮食生产、恢复生猪生产等目标
任务，千方百计提高自给率，确保粮食安
全和重要副食品保供稳价。要深化“三服
务”，落实相关政策措施，指导企业稳定生
产经营，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推动企
业提高创新发展水平，坚决守护好群众的

“米袋子”“菜篮子”。
卞吉安、高庆丰及朱金茂参加。

裘东耀在慈溪调研“米袋子”“菜篮子”工作时强调

扛牢保障责任 压实生产任务
确保“米袋子”“菜篮子”量足价稳

新华社太原5月12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
日在山西考察时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
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
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

“六保”任务，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
的不利影响，在高质量转型发展上迈出更

大步伐，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
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乘势而上书写山西
践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

初夏时节，三晋大地山峦叠翠，万物勃
发。5 月 11 日至 12 日，习近平在山西省委书
记楼阳生和省长林武陪同下，先后来到大
同、太原等地，深入农业产业基地、移民新
村、文物保护单位、改革示范区和企业等，就
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进行调研。
11 日下午，习近平首先来到大同市云

州区，考察有机黄花标准化种植基地。大
同黄花种植有 600 多年历史，是当地主导
产业。近年来，在龙头企业、合作社引领
下，黄花产量品质稳定，销路和价格也有
保 障 ， 去 年 带 动 贫 困 户 户 均 收 入 1 万 多
元。习近平步入田间，察看黄花长势。正
在劳作的村民们围拢过来，习近平向他们

了解黄花的田间管理、市场价格、产品销
路等。他指出，乡亲们脱贫后，我最关心
的是如何巩固脱贫、防止返贫，确保乡亲
们持续增收致富。希望把黄花产业保护
好、发展好，做成大产业，做成全国知名
品牌，让黄花成为乡亲们的“致富花”。习
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把为民办事、为民
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把为老百姓做了
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

离开种植基地，习近平来到邻近的云州区
西坪镇坊城新村考察调研。这个村是易地
搬迁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77 户 158 人，
2018 年开始入住以来，依靠发展黄花特色
产业等实现了全部脱贫。习近平走进村技
能培训服务站，了解新村易地扶贫搬迁情
况，察看黄花产业相关产品展示，对大同
市开展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的做法给予肯定。【下转第6版①】

习近平在山西考察时强调，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乘势而上书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本报讯（记者龚哲明） 昨日下午，市
政协主席徐宇宁在鄞州区调研“请你来协
商”、委员会客厅 （工作室） 平台建设工
作。他强调，建好用好“两个平台”，是发
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关键一招。全
市各级政协组织要以“模范生”标准，扎
实推进、久久为功，丰富协商内容、创新
协商方式、擦亮协商牌子。

徐宇宁参加了白鹤街道丹凤社区“请
你来协商”小微协商活动，实地考察和丰
创意委员会客厅，听取鄞州区政协工作介
绍并座谈交流。他说，鄞州区委重视支
持，政协积极主动，在“请你来协商”平
台和委员会客厅 （工作室） 建设工作上有
载体、有制度、有创新、有特色，撑得起
门面、经得起检查，是当之无愧的“排头
兵”“模范生”。

徐 宇 宁 指 出 ， 建 好 用 好 “ 请 你 来 协
商”和委员会客厅 （工作室） 两个平台，
是推动市域治理现代化、把政协制度优势
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载体，更是助力宁
波当好浙江建设“重要窗口”模范生的重

要抓手。目前，这两项工作已经到了从
“花开三两朵”向“春色满园醉”全面铺
开、全面提质的深化阶段，我们要按照上
级要求，以争当排头兵的姿态，全力以赴
推进“两个平台”由“盆景”建设成为

“风景”，为宁波当好浙江建设“重要窗
口”模范生作出积极贡献。

徐宇宁强调，全市各级政协组织要把
平台搭建好，谋划布局因地制宜，协商场
地不拘一格，不断释放专门协商机构的潜
能和效能，解决“到哪协商”的问题；要
把人员组织好，注重关联度、影响度、开
放度，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吸引更多群众
参与协商、参与治理，解决“谁来协商”
的问题；要把流程规范好，重策划增强活
动统筹、深调研发现真知灼见、抓互动求
得更大共识、转成果促进落地见效，解决

“怎么协商”的问题；要把工作完善好，通
过平台配合互补、发现整改问题、总结提
炼经验，解决“如何提升”的问题，切实
打响宁波政协的履职品牌。

褚银良、叶双猛及陈文祥参加调研。

徐宇宁在鄞州区调研“两个平台”建设工作时强调

以“模范生”标准打造履职品牌

本报讯（记者张昊） 昨天，全
市“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宁波考
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专题巡回宣
讲活动拉开序幕。当天下午，首站
宣讲在海曙区鄞江镇建岙村文化礼
堂举行。

由市委宣传部遴选的 9 位政治
素质好、理论水平高、宣讲能力强
的优秀宣讲员的宣讲旁征博引、深
入浅出，不仅从理论的深度生动解

读，更以群众身边生活变化鲜活印
证，将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转化为
争做建设“重要窗口”模范生的精
神动力，引起在场群众的强烈共
鸣。

“盛花时节又逢君，一步一履
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首站考察宁
波，这是对宁波全体党员干部群众
的巨大鼓舞和鞭策。”省基层宣讲
名师、余姚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赵

永焕用充满感情的演讲，引导听众
深刻认识总书记浙江、宁波之行的
重大意义，全面解读“努力成为新
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的新目标新
定位，让大家自觉用以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每个普通百姓要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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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宁波考察时的
重要讲话精神”专题巡回宣讲启动

5月12日，习近平在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考察汾河水治理及沿岸生态保护、城市环境建设等情况。（新华社发） 5月11日，习近平在大同市云州区西坪镇坊城新村，同搬迁户白高山一家人坐在炕沿儿上拉家常。（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