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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月 9日电 中
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

《习近平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重要论述选编》一书，近日由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这部专题文集，以习近平同志
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
上的讲话为开卷篇，收入习近平同
志 2020 年 1 月 20 日至 9 月 23 日期
间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文稿 43 篇。其中部分文稿

是首次公开发表。
今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放在第一位，统揽全局、果断决策，
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打响了
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
战。习近平同志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多次主持召开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经过艰苦
卓绝的努力，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

战取得决定性成果，全国抗疫斗争取
得重大战略成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习近平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重要论述选编》的出版发行，
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同志有关重要论述，大力弘扬伟
大抗疫精神，做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工作，奋力实现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
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重要论述选编》出版发行

铿锵的时代乐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过的
贫困村脱贫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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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燕 通讯员余
明霞） 今年国庆中秋假期，是疫情
防控常态化以来的第一个长假。8
天 来 ， 全 市 对 外 交 通 客 运 量 达
271.43 万人次，同比下降 12%，其
中铁路客运量超过一半，达 165.66
万人次(含城际铁路 3.86 万人次），
公路客运量 63.65 万人次，水路客
运量 14.17 万人次，民航进出港旅
客 27.95 万人次。高速公路进出口
车 流 量 684 万 辆 次 ， 同 比 上 升
9.8%。

市内公共交通方面，有 865 万
人次乘坐常规公交车出行，483 万
人次选择轨道交通出行。

长假出行呈现以下特点：一是
“两端高、中间低”，国庆中秋假期
头尾两天客运量占 8 天总客运量的
31.3%，其中 10 月 1 日全市发送旅
客 24.2 万人次，创疫情发生以来单
日旅客发送量新高，较去年同期增
加三成；二是高速公路车流量高位
运行。全市高速公路进出口日均车
流量超过 85 万辆；三是自驾短途
游客比例增加，宁波周边景区附近

的高速公路进出口车流相对集中，
旅游出行比例高于往年。

又讯（记者张燕 通讯员李乐
炯 蒋彦祺） 记者昨日获悉，10
月 1 日至 8 日，宁波机场共保障航
班 2080 架次，同比增长 17.9%；运
送 旅 客 27.95 万 人 次 ， 同 比 增 长
10.8%； 完 成 货 物 运 输 1757.6 吨 ，
同比增长 59.7%。三大运输指标均
创历史新高。

受“双节”超长假期、国内旅
游优惠政策以及国内疫情防控形势
持续向好等一系列利好的驱动，今
年国庆中秋长假期间，宁波机场日
均迎送旅客近 3.5 万人次。出行客
流量在 9 月 30 日达到高峰，返程客
流量则自 10 月 4 日开始明显上升。
客流主要流向北京、广州、深圳、
西安、成都、长沙等城市。

据统计，长假期间，宁波机场
的航班整体客座率恢复情况较好，
其中热门航班的客座率超过 90%。
国内部分主要旅游城市进出港旅客
订票量和客座率已接近或达到去年
同期水平。

“双节”日均85万辆车
进出宁波高速
宁波机场运送旅客近28万人次

本报讯（记者易鹤） 昨天，市
委副书记、市长裘东耀会见了重庆
大学校长张宗益一行。

裘东耀感谢重庆大学给予宁波
发展的大力支持，并简要介绍了宁
波基本情况。他说，宁波与重庆大学
有着良好合作基础，双方的项目合作
取得了积极成效。当前，宁波正在加
快建设国家保险创新综合试验区和
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希望重庆大学

依托科研优势深化与宁波的合作，助
力宁波推进金融改革创新发展。

张宗益说，宁波是开放前沿、
创新沃土，金融改革创新走在全国
前列。重庆大学将在双方良好合作
的基础上，根据宁波发展所需，积
极发挥学校所长，进一步加强和深
化双方在金融等领域的产学研合
作，为宁波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李关定及朱金茂参加。

裘东耀会见
重庆大学校长张宗益

陈依元

对自驾走高速的游客来说，高
速公路服务区是必经之处。笔者常
在高速公路上自驾，一直以为，服务
区无非“加油站+洗手间+小吃店”
的模式。

国庆中秋假期，江苏省的高速
服务区因品质高、景色美、服务好被
网友刷屏，成了“网红”，完全颠覆了
人们对服务区的刻板印象。

该省高速服务区实施“双提升”
战略，从传统模式迈向4.0版本，打造
复合功能型服务区，为游客提供商业
综合体式的消费体验。服务区里，除
星巴克等多家连锁店外，还有地方特
色餐饮店、文创店。服务区建筑独特，
环境优美洁净，可与公园、景点媲美。

宁波境内的高速服务区中，慈
城服务区、象山服务区建筑颇有地
方特色，但离4.0版本的服务区尚有
不小差距。哪里有人流，消费就发生
在哪里，寻找商机离不开“用户思
维”。高速服务区人流量很大，是一
座“富矿”，值得深挖。

深挖高速服务区这座“富矿”

本报讯（记者黄程 通讯员吴
天云 沈梦洁） 近日，一笔 6 万多
美元的保险赔付款转到了宁波艾迈
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的账户里，解了
企业燃眉之急。

今年 4 月，艾迈公司向韩国买
方出运了 2 票货物。公司在江北区
商务局建立的外经贸群了解了中
信保出口保险，考虑到当时国外
疫情暴发带来的风险，就对此单
业务进行投保。此后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韩国公司资金链出现
问题，收货后一直拖欠货款，使艾
迈公司承受较大的资金回笼压力，
公司便向中信保申请了出口信用保
险赔付。

“对于不少外贸企业来讲，今
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这类信用
保险相关政策的出台，进一步引
导出口企业用好短期出口信用保
险，充分发挥信用保险逆周期作
用，有效稳定了江北外贸的基本
盘。”江北区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 ， 今 年 江 北 有 超 300 家 外 贸 企
业投保出口信用保险，较上年同
期增长 74%。

根据相关政策，江北区对上一
年度出口额在 500 万美元 （含） 以
下的小微企业参加政府统保的“信
保易”进出口信用保险，最高给予
实际支付保费全额补助。截至目
前，该区累计支持企业 184 家，覆
盖出口额 1.9 亿美元。

记者了解到，早在今年 3 月，
江北区便联合中信保宁波分公司出
台全市首个区县一级出口信用保险
专项扶持政策，涉及放宽出运前保
险产品准入、免费赠送百个海外买
家资信报告、小微企业统一降费等
八项，精准匹配企业需求。

针对上半年贸易风险急剧上
升、报损金额大幅增加的情况，江
北区强化信保与金融机构的合作，
发挥信保政策性功能，进一步扩大
授信支持。截至 8 月，该区共为辖
区内 100 余家企业的近 1700 个国外
买方新增授信 6.32 亿美元，授信金
额已超过 2019 年整年水平，极大
提振企业疫情期间的接单信心。在
各项举措护航下，江北区出口稳定
增 长 ， 1 月 至 8 月 出 口 增 速 达 到
16%，列全市第一位。

“信保工具”护航

前8月江北出口增速全市居首

昨天，在宁海县东方日升新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组件车间
里，工人们正在抓紧生产第四季
度的出口订单产品，冲刺全年
红。该公司主要生产太阳能电池
组件，产品远销欧美、非洲和东
南亚的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今
年上半年，该公司生产形势喜
人，营业收入突破 76.45 亿元，
利润达4.82亿元，较去年同期增
长50%。

（徐铭怿 严龙 摄）

本报讯（记者易鹤）昨天下午，
2020 年宁波市茶花友谊证书授予
活动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裘东耀
出席活动并致辞。

“茶花友谊证书”“茶花纪念证
书”是市政府专门为对宁波经济建
设和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外国
专家设立的证书。今年，吉利汽车集
团韩国籍副总裁李相才等 8 位在甬
外国专家获得“茶花友谊证书”，宁
波赛乐阀门科技有限公司德国籍总
经理马丁等 10 位在甬外国专家获

得“茶花纪念证书”。
裘东耀向获得证书的外国专

家、国际友人表示祝贺，感谢他们为
宁波发展作出的突出贡献。裘东耀
说，作为港口城市、开放城市和先进
制造业基地，宁波的发展与国际市
场息息相通，与广大外国专家和国
际友人紧密相连。广大在甬外国专
家、国际友人来自不同国家、从事不
同职业、工作在不同岗位，用智慧、
汗水和热情支持着宁波的建设和发
展。大家既是宁波创新创业蓬勃发

展的参与者、宁波城乡面貌日新月
异的见证者，也是宁波新时代深化对
外开放合作的推动者。当前，宁波正
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
宁波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

“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
要窗口’”的部署要求，努力当好浙江
建设“重要窗口”的模范生。实现这一
目标，需要更有力的科技和人才支
撑，需要更多外国专家、国际友人的
大力支持。希望广大在甬外国专家充
分发挥科研优势、资源优势，介绍更

多优质企业和高新项目到宁波投资
发展，推荐更多高端人才和团队到宁
波创新创业，助力宁波进一步打造人
才高地、创新高地、产业高地。希望广
大国际友人继续发挥好桥梁纽带作
用，一如既往地热爱支持宁波、宣传
推介宁波，助力宁波推进国际交流合
作、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我们将打
造一流营商环境，提供一流服务保
障，让大家在宁波潜心创业、安心发
展、顺心工作、舒心生活。

李关定及朱金茂参加。

2020年宁波市茶花友谊证书授予活动举行
裘东耀致辞

记者 沈孙晖
象山县委报道组 陈光曙
通讯员 毛佩琦

“现在的高泥村就像大公园，处
处是景，幸福指数特别高！”从闭塞
落后的传统渔村到光彩夺目的“斑
斓海乡”，66 岁村民周永明见证了
高泥村在全面小康路上的每一次华
丽转身。

高泥村位于象山黄避岙乡的
“最角落头”，曾经交通落后、环境脏
乱差。村民家庭院、村内空地和海边
沙滩上，到处堆放着废弃的塑料泡
沫、旧渔排、破渔网等，“一户多宅”
现象严重。“那时连亲戚都不爱来串
门。”周永明说。

环境不洁美，谈何奔小康？该村
党员干部带头，引导村民开展环境
整治。“在很短时间内，全村清理了
1 万多块塑料泡沫、200 余副废弃渔
排和 100 多处卫生死角。”村党支部
书记朱中华介绍，如今全村 95%以
上庭院达到清洁庭院的标准，村民
还在庭院围墙上装饰各种海洋生物
小饰品。

“一户多宅”整治、梳理式改造，
不断提升全村的“绿色颜值”。“村里
的军港遗址公园，就是利用拆出的
空地建造的。”对于村庄的嬗变，朱
中华如数家珍：美化村内巷弄，改造

村里溪坑，修复、新建高泥段“斑斓
古道”350 米，打造观景游步道 2 公
里，成功创建 3A 级景区村⋯⋯

安居更要乐业。“以前村民不
知道西沪港是个聚宝盆，除了赶小
海，就靠养殖海带、紫菜为生，人均
年收入不足 2000 元。”联村干部吴
伍说。

穷则思变。20 多年前，该村
老支书严兴国用铁丝、柴油桶做了
10 只简易网箱，在西沪港试养鲈
鱼，第一年就净赚两三万元，成为
象山网箱养殖第一人。在他的带动
下，村民们紧跟步伐。如今，全村
逾 60%的村民用网箱养殖大黄鱼、
鲈鱼，产品远销韩国、日本等地，
年产值达 1.4 亿元，高泥村被誉为

“浙江省网箱养殖第一村”。
近年来，村里坚持“两条腿走

路”的发展思路，既做精做强网箱养
殖支柱产业，又大力发展新项目、新
产业，提高产业结构多样性。

该村引进海藻专家朱文荣博
士，创立旭文海藻公司，现已成为
国家藻类技术标杆。2017 年，朱
文荣借乡村振兴的东风，流转村里
600 亩地，打造“里海荷塘海上田
园综合体”项目，并建设精品主题
民宿“安澜别院”，把观赏体验与
经济增收有机结合，带动当地农渔
产品销售。

换个“吃”法天地阔。原本在外
创业的村民孙满良见家乡发展红
火，“回巢”后利用 60 亩闲置土地，
打造集休闲、观赏、戏曲体验于一体
的“佳迪农场”，深受游客和戏迷青
睐；老渔民周宝国将房子改造成“赏
荷轩”民宿，“面朝大海，尽赏荷花”
的卖点引得游客纷至沓来。

数据显示，去年高泥村人均收
入突破 4 万元，村集体收入 280 万
元。

全面小康既要洁美“面子”、荷
包“票子”，也要和谐“里子”。针对村
里养殖规模大、养殖户多等情况，高
泥村在落实“村民说事”中融入当地
特色，创新开展“渔排说事”，在码头
专门建立说事点，着力解决养殖户

生产中的实际困难、矛盾纠纷，推进
科学、规范、生态养殖，打造和谐“海
上牧场”。

“以前，养殖户将死掉的黄鱼随
意丢出网箱，对养殖环境造成了污
染。经过‘渔排说事’，村里出资在码
头设立集装箱冷库。养殖户可以把
死鱼送到冷库集中保存，再定时卖
给鱼粉厂作为饲料原料，既绿色环
保，又有经济效益，一举两得。”朱中
华举例。

“渔排说事”说出和谐、说齐人
心、说顺发展。“高泥村 10 余年来未
发生一起上访事件，先后获得省级
文明村、省民主法治示范村等荣誉，
邻里友爱、守望相助蔚然成风。”朱
中华自豪地说。

高泥村：“斑斓海乡”入画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百城千县万村调研行·宁波故事

游客体验捕捞黄鱼。 （黄美珍 沈孙晖 摄）

节后赶订单
冲刺全年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