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8版 总第16473期 新闻热线：87000000 www.cnnb.com.cn 天气：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小雨；北到东北风3-4级；19℃-24℃
明天多云；偏北风2-3级

今日市区空气质量预测：优至良

星期五 农历庚子年八月廿三

2020年10月 日9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3-0003

中共宁波市委机关报
甬派客户端 中国宁波网

NINGBO DAILY

本报讯（记者黄合 宁海县委
报道组蒋攀 通讯员罗祥瑞） 10
月 4 日一早，从宁海县科技园区人
才公寓出发，步行 5 分钟，乌克兰
科学院磁性材料学科带头人布鲁
克·伊戈尔来到乌克兰国家科学院
材料问题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开
始了一天的研发工作。

今年是布鲁克教授来甬的第二
个年头，“谢谢”“再见”等常用中文
词语，他不仅听得懂而且会使用。这
里广阔的市场、高效的营商环境以
及重才惜才的氛围，让他坚信，自己
数十年研究的成果，可以从尘封的

硬盘里走出来，变成现实。
2017 年 9 月，作为欧洲最大、

国际著名的材料学科研究所，乌克
兰国家科学院材料问题研究所与宁
波市人民政府签订合作协议；次年
3 月，作为乌克兰在中国进行技术
转移、技术研发和技术服务的唯一
平台，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材料问题
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 （宁波弗兰采
维奇材料研究所） 落户宁海。

从此，一大批来自乌克兰一流
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全球顶级专家
学者，跨越山河，来到了东海之
滨。他们之中，不少是乌克兰装

备制造领域先进材料研究的泰斗
级人物，其前沿性科研方向和宁
波在新材料领域的发展定位高度
契合。

“我终于在这里找到了新的舞
台。”干劲满满的亚历山大·莫利
亚尔院士是宁波引进的首名全职外
国院士，这些年他陆续为中心引入
了航空装备级钛合金、阻尼轴承等
重大项目和硬核技术，并在上个月
获评“宁波市杰出人才”。

短短 2 年，就有 11 名乌克兰院
士选择全职来甬，带着团队潜心开
展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依托人才

技术支撑，该中心已独立或联合完
成研发项目 8 个，在研项目 14 个，
掌握了一批填补国内外空白、可替
代进口、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硬核
技术。

“选择来到中国，是因为在这
里有更多市场化应用的可能，我的
很多想法能够更快地落地。”采访
中，布鲁克多次竖起大拇指为宁波
的人才服务和市场环境点赞。目
前，他已和多家宁波企业进行洽
谈，下一步将依托本土的研发团
队，加快为新能源电动汽车提供技
术性能更好的磁性材料。

据统计，该中心已与乌克兰 10
家主流科学院所建立合作关系，引
进乌方专家 52 人，其中自主申报入
选市级及以上引才计划项目 8 人，2
人获中国政府友谊奖，2 人获西湖
友谊奖，6 人获宁波茶花奖。

在这里，找到施展才华的新舞台

11名乌克兰院士跨越山河献智甬城

记者 易鹤

寒露时节，迎着习习海风，行进
在象山大岙沙滩上，山海相间的美
丽风景跃入眼帘，让人心旷神怡。7
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脏乱差的乱石
滩，如今已实现美丽蝶变。

大岙沙滩整治项目是宁波加快
海洋生态修复的一个有力佐证。

宁波与东海相邻，诞生了一条
绵长而曲折的海岸线。这条海岸线
全长 1672 公里，居全省首位。

优越的海洋资源为宁波经济提
供了坚强的支撑，但是开发利用也

带来了“伤害”。海岸带脏乱差、滨海
湿地退化、海洋生态系统弱化等一
系列问题，给宁波海洋生态敲响了
警钟。

很多海洋污染“问题在水里，根
源在岸上”。近年来，宁波以建设海洋
经济发展示范区为契机，全面开展区
域环境污染整治，污水管网建设推进
有力，陆源污染物治理成效显著。去
年，奉化区、宁海县、象山县分别完成
污水管网建设36.5公里、35.8公里和
47.5公里， 【下转第6版】

撑起海洋生态保护伞

千里海岸线迎来蓝色“逆袭”

本报讯（记 者厉晓杭 陈朝
霞 海曙区委报道组孙勇）国庆中
秋相遇，点燃了市民、游客出行的热
情。国庆中秋假期，位于海曙区的南
塘老街，特别是东福园、董升阳等老
字号店铺前，游人如织、热闹非凡。

“早在 1 个月前，我们店长假期
间的包厢就预约满了。”东福园南塘
店店长朱文峰告诉记者，紧跟时代
发展，东福园在传承中不断创新，尤
其是注重研发融合宁波老底子及现
代时尚元素的新产品。南塘店创新
菜肴和伴手礼产品一推出，便受到

了新老客户的追捧。
从悄无声息的老街到城市网红

地标，南塘老街的新生，是海曙区巧
解历史街区保护和城市更新“两难”
命题的结果。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宁波
的核心区域，海曙区有近 1200 年历
史，“三江交汇，一湖居中”的古城格
局保留至今。宁波 8 处历史街区中，
有 7处在海曙。近年来，该区探索“政
府主导、社会化运作”模式实施历史
街区升级改造，深入挖掘文化遗产资
源，将历史街区的保护和区域经济融
合发展，着力打造网红地标。

今年“五一”过后，随着疫情得
到进一步控制，以及各种文化和商业
促销活动的举行，鼓楼步行街客流量
逐月增加，至 7月已与去年同期基本
持平。“以前黄金周我都带着家人出
境游，这次我把父母从台州接到宁
波来玩，感觉挺好的！”新宁波人鲍
女士感慨。数据显示，长假首日，鼓
楼步行街客流量约 20 万人次。

老城转型，与新兴产业融合。由
宁波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旗下企
业投资开发建设的南塘老街二期项
目，增加了文创零售、民宿、服装定

制等与市民互动的业态，高峰期日
均游客量保持在 4 万至 5 万人次，其
中近三分之一的店铺营业额较去年
同期增长 10%以上。

作为宁波传统的金融中心，月
湖历史文化街区假期客流不断。毗
邻月湖的月湖金汇小镇核心启动区
自 2017 年 开 园 以 来 ，引 进 企 业 近
800 家，注册资本合计 670 亿元，管
理资金规模超千亿元。

从巧解“两难”命题着手，海曙
区在传承中最大限度保留历史街区
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延续性，同时依
托文商旅融合，加大发掘、开发力
度，使分散的、隐性的历史文化资源
集聚化、显现化，形成具有海曙特色
的老城保护经验，为海曙历史文化
名城核心区建设提供了可持续发展
的动力和强大的文化支撑。

巧解历史街区保护和城市更新“两难”命题

海曙升级历史文化街区打造网红地标

方颖谊

长假期间，笔者和朋友两家
人，去一家 4A 级风景区。进景区必
须买一张 150 元的套票，套票包含

多个景点的门票，但景点很散，跑来
跑去挺累，有些景点其实没啥看头。

笔者看到，有的游客只想去某
个景点，却被告知没有单票可买，
要玩就得买套票。一群外地游客抱

怨：“我们时间紧，只想走一两个
代表性景点，买套票实在不划算。”

笔者以为，这样的“景区套
票”应该改良：一是看看日均游客
量，哪几个景点人比较多，就设定

单票出售，价格可略微高一点；二
是设定A类与B类小型套票，偏僻
的景点也能照顾到，游客可根据自
己的喜好选择。

相信景区这样做，能增加游客
量，不会吃亏；同时能够满足游客
的不同需求，让他们高兴而来，满
意而归。

“景区套票”应改良

本报讯（记者张正伟）都市游与
乡村游两翼齐飞，观光游与体验游
深度结合，团队游与自助游双潮汇
涌⋯⋯今年的国庆中秋长假，宁波
围绕“时间加长”这一契机，推出丰
富多彩的“旅游+”活动，市场行情
全面走高。据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的
统计数据，10 月 1 日至 8 日，全市累
计接待游客 941.02 万人次，恢复至
去年同期水平的 92.8%；实现旅游
总收入 69.15 亿元，恢复至去年同期
水平的 85.93%。

今年的国庆中秋长假，我市文
化旅游企业纷纷推出时间跨度长、
内容含金量高、形式新颖的活动，让
人们充分释放“被压抑”的出游需
求。一年一度的象山影视城影视嘉
年华白天晚上联动，每天吸引逾万
人；方特东方神画紧追时尚，“唐潮”
音乐盛典场面华丽、气势恢宏；慈城
古县城结合中秋传统，“复古”市集
引来万民打卡⋯⋯据统计，今年长
假期间，我市重点景区客流回升明
显，溪口-滕头、慈城古县城、象山

影视城、达蓬山、蟹钳港、九龙湖、招
宝山、雅戈尔动物园、宁波方特东方
神画和石浦渔港古城日均游客接待
量均以万计，位列全市前十。

月湖广场看灯展、植物园看花
海、达人村钓毛蟹、强蛟岛住民宿、
蟹钳港吃海鲜⋯⋯这个长假，宁波
的旅行社和饭店民宿等企业抓住
短途游兴起 的 契 机 ，大 力 组 织 市
民和周边城市游客来宁波游览都
市、行走乡村，看风景、尝美食、赏
文创，全面体验宁波的海丝文化、
海湾风情、海天佛国和海鲜美食特
色线路和产品。据统计，长假 8 天，
我市旅行社累计组团近 7 万人次，
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的近六成；接
团 4 万余人次，恢复至去年同期的
近 半 水 平 。全 市 星 级 饭 店 平 均 客
房出租率近 60%，旅游住宿业平均
客房出租率 62.11%，均恢复至去年
同期的九成。其中，江北、北仑、鄞
州 、余 姚 、慈 溪 、宁 海 等 6 个 区 县

（市）的旅游住宿业平均客房出租
率超过 60%。

8天长假宁波旅游
“揽金”69.15亿元

出游需求充分释放，全市累计接待游客
941.02万人次

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余姚市
委报道组谢敏军 通讯员唐丽芸）

“现在办理社保业务不用坐两个小
时的公交车去余姚城区，在村里就
能办妥，非常方便。”余姚四明山镇
棠溪村村民唐宰烦日前在为外出务
工的家人办理社保业务时感慨道。
在棠溪村，除了社保，很多其他业务
也能在村便民服务中心办理。

近年来，余姚市积极深化“最多
跑一次”改革，按照“小事不出镇，大
事跑一次”的要求，推动政务服务

“最多跑一次”向基层延伸，努力打
造市、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联
动的便民服务体系，进一步促进政
务服务事项便民化、政务服务质量
高效化、政务服务办理智能化。

据余姚市政务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在推进政务服务向基层延伸的过
程中，碰到了一些难题，如基础设施
建设落后、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政策
宣传不到位等，导致办事群众过度集
中在市级行政服务中心，从而影响了
办事效率、降低了服务质量。为此，去
年以来，该市政务办充分发挥“领头
羊”作用，通过标准化大厅建设、平台
技术对接、办事流程规范等举措，在
泗门镇、阳明街道等硬件条件较为突
出、群众基础较好、窗口力量配备较
强的镇村两级便民服务中心开展示
范性改革试点工作。试点工作取得阶

段性成效后，又把这一模式推广到全
市所有乡镇（街道）。

按照“一窗受理、集成服务”的
标准化建设模式，该市充分利用“互
联网+政务服务”，强化资源、数据
向基层归集和共享，从最基层的村

（社区）开始形成服务事项收集、报
送、分流、处置的工作闭环，提高服
务效能，拓宽服务范围，逐步形成上
下一致、就近申报、多点办理、全域
通办、多级联办的便民服务体系。同
时，该市政务办合理配备通用化自
助服务机、“宁波办事”综合自助一
体机、人社自助一体机等“智能化”
设备，引导群众自助办理，开启智能
服务新体验。进一步完善村（社区）
便民服务中心管理考核办法，定期
对基层窗口受理人员开展相关业务
技能培训，实现窗口受理人员从“单
一受理”向“综合受理”转变，实现简
单事项就近办、网上办，复杂事项一
次办、便捷办。

余姚重点围绕社保、医保、商
事、公安等民生高频事项，打造全市
一体化、标准化、智慧化政务服务大
厅。截至目前，已建成 17 个示范型
便民服务中心和 4 个标准型便民服
务中心，实现了全市镇级便民服务
中心规格和样式全面统一，初步实
现了办事环境更好、群众办事更方
便的改革目标。

余姚多措并举推动
“最多跑一次”向基层延伸

已建成17个示范型便民服务中心和4个
标准型便民服务中心

记者 陈朝霞 通讯员 李名禾伊

丹桂飘香时节，“中国桂花之
乡”海曙区龙观乡李岙村迎来了一
批批游客。“国庆中秋假期，全村
接待游客 2 万多人次。桂花园内游
客络绎不绝，糖桂花、桂花干等土
特 产 也 十 分 畅 销 ， 民 宿 天 天 爆

满。”李岙村党支部书记洪国年告
诉记者，李岙村的绿水青山正化作
金山银山，乐了游客，火了农家。

李岙村是宁波第一个光伏村。
2016 年，李岙村原拆原建进行新
村建设，建起了 273 套联排别墅，
所有房屋的屋顶建有分布式光伏电
站。“村民每户每月可免费用 50 千

瓦时电，其余的电上交国家，村里
每年可增加 60 万元集体收入。”洪
国年说，此举不仅让村民居住环境
发生蝶变，还让村级经济享受发展
红利，太阳能发电还避免污染，保
护环境，可谓一举多得。

73 岁的李岙村村民洪高君和
老伴洪苏娣两人住上了三层楼的别
墅。“以前的空心板房老旧阴暗，
大风天怕倒，大雨天怕积水，现在
住房宽敞明亮，我和老伴每月还有
2000 多元的城乡养老保险金。”洪
高君开心地表示，乡村别墅被青山

环绕，家门口清溪流淌，每当桂花
盛开，满村飘香，让人心旷神怡，
可谓“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住
了乡愁”。

“全村种了 1200 亩桂花树，这
几年花木经济不景气，苗木价格一
路下滑。于是村里转变思路，瞄准
生态+乡村旅游，让村庄成为网红
打卡点。”洪苏娣说，前几年，村
里 成 立 了 由 20 多 名 村 民 组 成 的

“最美女主人”作坊，请来老字号
“缸鸭狗”的甜点制作师傅传授糖
桂花纯手工制作技艺，带动全村妇
女学习糖桂花制作。“如今村民制
作的糖桂花远近闻名，供不应求，
我家种了 5 亩桂花树，仅此一项每
年可增收 5000 元左右。”

游客纷至沓来，民宿也成了
“抢手货”。“这两年大家被村里的
优美环境吸引，加上周边五龙潭
风景区、中坡山公园、半山伴水
度假村等自然资源，民宿生意越
来越好，尤其是节假日，房间总
是被预订一空，也带火了村民的
土特产销售。这让我们把乡村旅
游与生态农业、民俗文化产业等
深度融合的步子迈得更加坚定。”
洪国年表示。

洪国年透露，最近，李岙村股
份经济合作社与宁波德造教育信息
咨询有限公司在洽谈文旅合作项
目。“村里的文化礼堂由‘浙东刘
胡兰’李敏烈士当年暂居的老屋按
原样拆建，设有龙观革命史迹陈列
馆，被列为宁波市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我们将打造青少年研学基地，
吸引学生前来参观。同时打造一个
小型农学基地，一年四季种上不同
的果蔬，让孩子们体验农活，接受
传统文化熏陶。”洪国年自豪地表
示，“李岙村正走在一条将生态和
人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道路
上，未来充满希望。”

中国桂花之乡：乡愁里的幸福生活

国庆中秋假期，李岙村“最美女主人”在制作糖桂花。 （陈朝霞 摄）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百城千县万村调研行·宁波故事

永昌公交公司与鄞州泰和社区近日联合举行公交车应急处置宣传活
动，工作人员以现场演示的方式向社区居民详细讲解公交车车门开合、应
急锤的使用以及消防应急处置等乘车安全常识。 （丁安 蓝卫明 摄）

公交车上讲安全

以绿色理念引领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贯彻全会精神 当好“重要窗口”模范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