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海曙区全力以赴抓治水，水环
境质量持续提升，省控断面水质优良率、市
控以上断面达标率、区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
源地水质达标率实现“三个100%”，创建美丽
河湖 5 条，月湖成为“清可见底”样板，捧得

“大禹鼎”，“五水共治”公众满意度连续三年
位居全市前列。

展望“十四五”，海曙区委书记褚孟形表
示，海曙区将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以践行“八八战略”、争当“重要窗口”排
头兵的使命担当，系统施策、精准发力、久久
为功，开展全域治水攻坚三年行动，实施治
水项目40个、投资50亿元，着力创建国家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省“污水零直排区”、省
首批“无废城市”，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现代

化国内一流强区提供良好生态保障。

着眼系统全面，推进基础补强攻坚战

面对河网水系密、基础底子薄的现实，
强化“砸锅卖铁也要补齐短板”的决心，以项
目建设带动基础设施提升改造，实现干支流
同治、上下游同治、全流域同治。实施管网提
升项目，开展全域污水管网检测修复，坚持
区级“补框架、补节点、抓更新”和镇村“补密
度、补覆盖、抓纳管”，重点推进云林路、联丰
路、鄞县大道沿线雨污水管补强工程，确保
2023年底全面实现污水截污纳管。实施活水
畅流项目，抓紧鄞江堤防等防洪排涝工程，新
建南塘河等节制闸站，推进西塘河等骨干河
道清淤疏浚，加快黄家河—新星河—沈家河
清水环通工程建设，修复河道生态系统，提升
水质自我循环能力。实施科技净水项目，积极
运用新科技成果，在石碶街道等地试点的基
础上，扩大智能技术研究院智能污水处理系
统运用，提高科技截污、数字治水水平。

着眼标本兼治，打好源头治理组合拳

突出水岸同治，从源头上减少各类污染

排放，推动治水工作从治标向治本转变。坚
持治水与转型相结合，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为抓手，实施村级工业园区升级改造三年攻
坚行动，加快“散乱污”企业整治，推进“淘
汰一批、规范一批、提升一批”。坚持治水
与改造相结合，以城中村改造为龙头，三
年实施 24个改造项目，统筹抓好老旧小区
改造、未来社区试点、城乡接合部整治、
美丽城镇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在截污纳
管、污染整治、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等方面
取得更好实效。坚持治水与保护相结合，
海曙是宁波重要的水源保护地，今年将投
入 4000万元，实施章水镇、龙观乡等地农
污处理设施标准化运维，开展“千吨万
人”以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立、
治”，保障饮用水源地水质安全。

着眼常态长效，拧紧管水治水责任链

坚持经常抓、长期抓、反复抓，健全
长效机制和责任体系，形成强大治水合
力。严格河长履职，推进河长制提档升
级，开展河长履职培训、履职赋分排名，
编制“一河一策”，实行“一月一提醒、一

月一督查、一月一通报、一月一考评”，以
刚性要求推动河长履职更加可量化、可监
督、可考核。落实闭环管控，依托数字化

改革，发挥数字技术在水质监测、预警、排
查、管理中的作用，三年建成55个地表水水质
自动监测站，落实8000余个排口“一口一档”动
态管理，坚持零容忍监管执法，形成问题快速
发现、处置、解决的工作闭环。强化全民参与，
创新“锋领网格”“代表钉”等载体，引导党员群
众当好问题点位的曝光员、整治整改的督导
员、河道水质的巡查员，形成“治水为大家、治
水靠大家”的浓厚氛围。

深化全域治水攻坚 高水平建设美丽海曙
——访海曙区委书记褚孟形

水是生命之源、生态之基、生产之要。
为强化生态保护和环境质量约束，切

实解决我市部分流域水质回潮问题，坚决
打赢水环境治理攻坚战，实现水环境质量
持续提升，营造浓厚治水氛围，本报采访了
各区县（市）、园区、重点乡镇街道主要负责
人，总结“十三五”治水经验，展望“十四五”
治水新发展。即日起，本报推出一组报道。 高桥镇党委书记俞鹏宏：将秉持“全域美

丽”理念，以水环境综合治理为抓手，统筹推
进河道疏浚、水系连通、活水畅流和生态整
治。以科技赋能为重点，打造智慧治水平台，
助力水环境保护实现精准化、智能化，确保全
域水清岸绿、河畅景美。

古林镇党委书记周高：牢固树立“共建共
治共享共赢”水域治理理念，以“河长”治水机
制为抓手，坚持治水与创建同步，治理和规范
共举，治标与治本并重，通过“一河一策”实施
方案，以创建省级美丽河湖和生态河道为契
机，全面推进农旅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石碶街道党工委书记戚燕枫：石碶街道
针对产业集聚度高且水系处于末端的治理难
点，坚持把“全面提质”作为主抓手，立足源头
治理与科技治水，全面开展“规范纳管”及南

新塘河水质提标工程；依托智慧巡查与数字
管理，全域推进“精准排摸”及“溯源倒查”网格
治理体系，全力推动水环境治理实现新突破。

月湖街道党工委书记沈君达：月湖街道
将主要从三方面着力：从小区源头着力，通过老
旧小区改造，进一步深化雨污分流建设；从河湖
巡查着力，分层分级落实河长责任，形成有力的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闭环机制；从共同参与着
力，活跃“绿水币”，发动民众广泛参与，攻坚克
难民生关切，不断推动水环境品质提升。

西门街道党工委书记金凌峰：“五水共
治”，既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的深入实践，也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得力一招。
西门街道将持续聚焦辖区治水痛点，不断探
索跨区域联动巡河、旧改与分流相结合等举
措，推动居民在感受治水实效中增强幸福感
获得感。 （王博）

乡镇街道负责人谈治水乡镇街道负责人谈治水

坚决打赢冬春季坚决打赢冬春季坚决打赢冬春季

环境治理攻坚战环境治理攻坚战环境治理攻坚战

NINGBO DAILY5 综合/特别报道
2021年4月2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王 路
责任编辑/朱 雯

本报记者综合报道

“真是振奋人心！宁波新年新
气象，这些重点工程都是大手笔，
未来可期！”“期待这些亮点工程早
日落实到位！给市民带来更多的便
利、更美好的生活！”“奋进宁波气
象新”专题新闻发布会公布宁波的

“精品线路”“特色街区”和“亮点
工程”后，宁波市民除了赞叹以
外，还纷纷在甬派上留言，希望各
地各部门加快进度，早日建成这些
项目，早日服务宁波经济社会发
展。

群众之所盼，就是政府之所

为。奉化区委办副主任王剑波说：
“精品线路发布后，我们第一时间
组织相关责任单位重走线路，针对
需要开展整治及提升的点位，即时
向责任人下达任务，要求在一周内
完成初步方案。下一步，我们还将
立足整体，完善规划设计方案，抓
紧抓实项目质量和进度，推介好我
们精品线路品牌。”

鄞州区农业农村局局长李永伟
表示：将紧紧围绕“一年成形、两
年成景、三年出彩”的工作目标，
大力实施环境综合整治、产业培育
植入、基础设施提升、节点景观打
造、文化特色挖掘五大行动，推动

产业、村庄、田园、文化、生态等
有机串联，着力提升城乡品质，把
太白蓝湾“山海振兴”线打造成共
同富裕乡村振兴示范带，展现鄞州
乡村之美。

“ 宁 海 作 为 中 国 旅 游 日 发 祥
地，不仅有千年积淀的人文之美，
还有绿水青山的生态之美，更有
城 市 蝶 变 的 发 展 之 美 ， 是 全 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实
践创新基地、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 、 全 国 新 型 城 镇 化 建 设 示 范
县。”宁海县文广旅游局局长林仙
菊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发扬孺子
牛、拓荒牛、老黄牛精神，保持加
速奔跑好状态，干出争先创优新业
绩，精雕细琢精品线路、特色街区
和重大项目，努力让甬南大门户美
上加美。

此次公布的精品线 路、 特 色
街区和亮点工程中，宁波老外滩

入选特色街区以及精品线路姚江
历史文化长廊的起点。“作为 4A
级景区，我们会在现有导视系统
和 旅 游 线 路 的 基 础 上 进 行 提 升 。
我们将利用裸眼 3D 和 VR 等灯光
投影技术，让码头、待泊区都能
成为景观的一部分。”老外滩管理
服务中心主任肖红民表示，将通
过线路的梳理，把百年老外滩的
故事串联起来，同时运用智慧导
视系统，让街区的旅游功能更加
完备。

地处四明山腹地的余姚丹山赤
水风景名胜区是“四明之窗”百里
红诗路的重要景点之一。余姚丹山
赤水风景区总经理沈立荣说：“景
区将全力推进红色文化景观提升项
目，深入挖掘红色文化内涵，完善
以红色精神为指引的红色旅游线
路，重温红色历史、传承奋斗精
神。”

期待亮点工程早日落实到位
——“奋进宁波气象新”专题发布会引发热烈反响

本报讯（记者陈青） 美索不达
米亚陶像、古波斯银壶、腓尼基玻
璃项链⋯⋯来自欧亚各个古代文
明 的 近 200 件 珍 宝 汇 聚 宁 波 博 物
馆，它们有个共同的关键词：“丝
绸之路”。昨日，《丝路无界：从
地中海到中国——日本平山郁夫
丝绸之路美术馆文物精品展》 在
宁波博物馆开展，展览将持续至 5
月 28 日。

这是一个全球化视野下的丝绸
之路展。本次展览由宁波博物院、
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主办，展
品出土范围包括地中海地区，西亚
两河流域和伊朗地区，中亚阿富
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地区。展品
类别丰富，涵盖古希腊彩陶、古罗
马和波斯玻璃器、金银器、犍陀罗
佛教艺术、丝路金银币、中亚织锦
及印度佛教造像等。

此次展出的珍贵文物，来自日
本艺术家平山郁夫 40 余年在丝绸

之路采风、考察时的个人收藏，同
时展出了平山郁夫多幅敦煌写生作
品。

古希腊艺术是西方艺术之源，
古希腊彩陶有黑绘和红绘两种艺术
风格，其艺术魅力不亚于希腊雕
塑。宁波博物院策展人徐琴在前
天举行的媒体探营时介绍了黑绘
和红绘的代表作品：“来自公元前
4 世纪南意大利地区的牛头形红彩
陶酒壶，酒壶是一个黑色公牛的
头部，上面的图案采用古希腊流行
的陶器装饰艺术——红绘技法，绘
制了希腊神话中著名的一幕：天神
宙斯化身天鹅，落在了美女丽达的
手上。”

流行于地中海地区的注酒器，
在中国被称为“来通”，并通过丝
绸之路一路向东，到唐代，它和
古希腊的宴饮文化一起，成为当
时的中国贵族追逐异域风情的典
型器物。最广为人知的是陕西西

安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中出土的
镶金兽首玛瑙杯。本次展览展出
了 其 他 各 种 形 制 、 材 质 的 来 通 ，
出土范围从西亚到两河流域及伊
朗地区，时间从公元前 10 世纪到
公元 3 世纪，足见不同地区文明的
传播与影响。

徐琴还介绍了曾是奢侈品的玻
璃香油瓶、彩色玻璃项链及作为日
用品的大理石纹玻璃瓶、深蓝色的
双柄玻璃壶、工艺极为复杂的吊提
梁玻璃瓶。“这些玻璃制品作为商
品流通于丝绸之路，并传入中国及
东亚其他国家。有相似传播轨迹
的，还有来自伊朗地区的大量金银
器，公元前 10 世纪至 8 世纪的裂瓣
纹银制壶、刻有联珠纹和蔓草纹的
萨珊浮雕杯等，器型和纹样经过本
土化的改造，成为中华文明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

除了商业贸易的流通，丝绸之
路更是一条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流

融合之路。在展览的第三部分，展
出了来自文明古国犍陀罗的大量佛
教雕刻艺术品。犍陀罗位于古印度
西北部，是连接中亚与印度的枢
纽，犍陀罗佛教艺术因为其独特的
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而独树一帜。
犍陀罗佛教艺术是丝路文化交往的
立体表现，丝路沿线的各种文明在
彼此的交流中留下了历史的印记。
历经千年，这些印记至今仍熠熠生
辉，并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
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
丝路精神。

宁波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
一环，自古就是一个开放互通的城
市，宁波博物馆多年来持续策划推
出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精品展
览，既是对地域历史的还原和传
播，更是在不断挖掘和展示“一带
一路”的当代价值，呼唤着不同国
家、地区文化的相遇相知、兼并包
容。

美索不达米亚陶像、古波斯银壶、腓尼基玻璃项链

宁博展出平山郁夫收藏“丝路”文物精品

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文物精品展现场。 （周建平 摄）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孙佳
丽 陈敏）近日，记者走进宁波中
药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研发
车间，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姜黄素
提取试验。受疫情影响，国际市场
对姜黄素的需求量陡增。“订单数
量一下子上来了，我们正在加班
加点开足马力生产。”该公司董事
长方明介绍。

宁波中药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由创建于 1956 年的“国字号”老
牌中药企业—宁波中药制药厂改
制而成。历经 60 多年发展，该公
司现已成长为专业从事中药原料
药、中药提取物及功能性食品、保
健品研发、生产、销售的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

由于受到传统中医药文化的
影响，中国中药提取物产业具备
独特的发展优势。凭借着丰富的
资源优势和技术优势，我国现已
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中药及植物
提取物供应地之一。

相比发达国家，我国中药植
物提取物产业兴起时间不长，但
凭着自身底蕴发展迅猛，现已成
为中药类产品出口的主要形式。
数据显示，我国中药植物提取物
行业出口额占行业总收入的 80%
左右，出口是带动行业发展的主
要方式。

“原先宁波中药制药厂生产
的银杏叶、蓝莓等提取物在国内
市场饱和了，但姜黄素在国内市
场却是空白。”经过调研，方明开
始大展拳脚，率先实施公司股份
制改造，挂牌新三板，引进股权激
励理念，推行员工持股，并同中科
院、浙江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建立
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公司拥有成熟的技术、设备
能力，可生产超过 100种符合全球
市场需求的标准化中药植物提取
物，主要产品有姜黄提取物、石杉
碱甲、二氢查耳酮、槲皮素、左旋多

巴、葡萄籽提取物等。”方明介绍，
公司目前是中国最大的姜黄素生
产和出口企业，是姜黄素国家标准
参与制定单位、国际商务标准制定
者，并参与美国USP标准的修改。

记者了解到，宁波中药制药
公司 70%产品出口欧美、日本等
发达国家和地区，和国际著名企
业安利、GNC、沃尔玛 Robinson
等均有合作关系，国内主要客户
有汤臣倍健、康宝莱、无限极、片
仔癀、云南白药等保健品厂、药
厂。2020 年，宁波中药制药公司
营业收入约 1.2 亿元。

中药植物提取物是生物医药
的核心原料和产品，目前被广泛
应用于植物药、食品添加剂、功能
性食品、化妆品等生产领域。随着
21 世纪生物医药迅猛发展，在新
的医学模式影响下，具备活性或
功能性的中药植物提取物产品备
受青睐，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
认可，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并有
效推动了中药对外贸易发展。随
着国家“药食同源”认定产品的逐
步扩大，更多的中药植物提取物
可被用于食品加工领域，市场规
模越来越大。

记者在宁波中药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展厅看到，除了姜黄素等
原料提取物，公司还研发了解酒
类保健品、代糖、日化产品等。方
明认为，药企要做大做强，必须要
由单一产品生产经营逐步转型到
多元化产品生产经营。2016 年，
宁波中药制药公司在美国成立了
全资子公司，是该公司实现国际
化战略的一个重要举措，2019 年
起筹划建立欧洲销售公司，走出
去的步伐不断加快。他说：“我们
正在积极尝试转型，把中药植物
提取物运用在保健品、功能性食
品、日化品等领域，擦亮‘宁波中
药’这一品牌，拓展全新的市场空
间，让老牌药企永葆青春！”

多元化发展，
让老字号药企永葆青春

本报讯（记者林海 杨绪忠）记
者从有关方面获悉，前天，象山亚运
沙排比赛场馆通过亚组委专项验
收，标志着由半边山公司承建的亚
运会沙滩排球项目正式完工。

象山亚运沙排比赛场馆于去年
6 月 19 日打下第一根桩，经过设计
建设施工单位 284 个日夜的连续奋
战，今年 3 月 24 日，在象山县建设工
程安全质量管理服务站的监督下，
经过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勘察单
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全体代表的
现场评定审核，一致认定沙排项目
工程质量符合要求，正式通过竣工
验收，并在 3 月 30 日核发了质量监
督报告。

作为 2022 年第 19 届杭州亚运
会宁波承接的两个亚运赛事之一，
亚运沙排比赛场馆位于象山县东海
半边山旅游度假区，项目规划建设
用地 92.5 亩，总建筑面积 22243 平
方米，总投资约 1.25 亿元，主要包括
主场馆一座，为 C 字形半开放式运
动场馆，可容纳 2000 名观众；副场
馆一座，可容纳 500 名观众；两片热

身场地和三片训练场地等，该比赛
场馆在国内外沙排比赛场地属领先
水平。在半边山景区内，记者看到，
亚运沙排比赛场馆主赛场的 800 余
吨比赛用沙已经铺设完毕，2000 余
个看台座椅已安装完毕。“包括组委
会、裁判员、技术人员、电视转播人
员等的工作用房，全部建在主体建
筑内部，将大大有利于体育大赛的
顺利举办，为参与各方带来良好的
体验。整座场馆目前具备在晚上举
行比赛的设施条件，建设水准已经
达到国际一流。”承建单位体育工艺
方面的负责人茅跃跃介绍。

前天，亚组委委托第三方专业
机构对象山亚运沙排比赛场馆进行
了包含智能化系统、照明系统、比赛
用沙等的整体检测，检测数据满足
亚组委的比赛要求，并将出具检测
报告，意味着该场馆已经具备了比
赛条件。

象山亚运沙排比赛场馆建成
后，在保证沙滩排球比赛顺利开展
的同时，将作为东海半边山旅游度
假区运动小镇的重要组成部分。

象山亚运沙排比赛场馆
通过亚组委专项验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