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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董小芳
通讯员 钟 法 蔡俊杰

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而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
线，在司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
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是法治宁波建设的重要目标，亦是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铮铮誓言。

过去的 15 年，我市司法机关
坚持公正司法，高悬“利剑”守护
社会公平正义；践行司法为民，敲
响司法网拍第一锤、移动微法院走
向全国、探索建立性侵未成年人犯
罪信息查询机制⋯⋯在法治建设的
快车道上，昂首前行。

高悬利剑，用法律捍
卫正义

开设赌场，以暴力、威胁等手
段多次实施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等
违法犯罪活动，首要分子金某被判
处有期徒刑十三年；要求借款人出
具高额借条，后用非法拘禁、寻衅
滋事等方式催讨，首要分子刘某被
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

以法律之“剑”惩恶扬善，是
司法裁判最重要的社会功能。15
年来，我市司法机关用公平公正维
护社会秩序和人民切身利益，为社
会发展创造了安全稳定的社会环
境，建起了一片朗朗晴空。

尤其是 2018 年以来，聚焦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我市司法机关以
责履誓，对群众深恶痛绝的事“零
容忍”，不断加大打击力度。

全市检察机关三年来共批捕涉
黑涉恶犯罪嫌疑人 1262 人，提起
公诉 413 件 2052 人，荣膺全国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先进集体；全市法院
系统坚持高强度推进依法严惩、高
质效办理黑恶案件，在全省率先实

现一审黑恶案件“清零”，黑恶案
件财产执行到位率居全省前列。

用法律捍卫正义，我市司法机
关还聚焦市域治理，用公正裁判实
现社会公平正义。

“依法判处拉拽公交司机致两
车相撞的被告人有期徒刑四年，切
实维护人民群众安全感。审结生
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药品犯罪案
件 56 件；非法集资等涉众型经济
犯罪案件 145 件，追赃挽损 1.13 亿
元；污染环境犯罪案件 13 件；贪
污受贿等职务犯罪案件 72 件⋯⋯”

这些数字，是过去一年我市司
法机关捍卫社会公平正义的生动缩
影，更是以法之名捍卫公平正义
15 年如一日的坚持。

柔性司法，让法治更
有温度

法律是冰冷的，但法律精神是有
温度的。这一点，余姚市浦宁不锈钢
有限公司总经理马红涛深有感触。

去年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疫
情让马红涛的企业被迫“停滞”。
雪上加霜的是，自身贷款到期，又
陷入担保危机，她被诉至法院。按
照惯常操作，马洪涛面临的，很可
能是资产被冻结、上“黑名单”，
企业处境将更加艰难。

令马红涛没有想到的是，法院
经过调查，认为她并非恶意拖欠。
于是依据自动履行机制，积极协调
她与对方达成协议，并及时对她进
行信用修复。贷款获批，马红涛的
企业“起死回生”。

以柔性方式，促进当事人诚信
履行裁判义务，正是自动履行机制
推行的初衷。它不仅让群众感受到
了司法的温情，更助力了经济社会
的复苏。据统计，截至今年 3 月
底， 【下转第4版①】

公正司法 捍卫社会正义
——法治宁波进行时②

记者 厉晓杭
区县报道组 蒋攀 孙勇 倪寅初

最美人间四月天。叶绿花
繁，山河春色焕发勃勃生机。

市民游客走向户外，踏春赏
花，采茶品茗，在田园中、在海岛
上、在乡野里，寻找诗和远方。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大力推
进，我市乡村基础设施显著提
升、生态环境大幅改善、产业发
展渐成气候、旅游业态逐渐丰
富。这不仅提升了宁波乡村游的
丰富内涵，也让越来越多的市民
把短途游的目的地选在家门口。

美丽风景转化为美丽经济，
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之路
越走越宽。

深耕特色资源，乡
村旅游一路向暖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位于
象山港尾的宁海强蛟镇，4 月以
来游人如织，滨海旅游风光无
限，充满“海趣”的海岛游呈现
出游客量井喷的繁荣景象。

每天一早，沐浴在阳光下的
峡山休闲码头，便迎来了三五成
群的游客。游客一路乘风破浪出
海观光，领略春光旖旎的滨海风
情。

“去年疫情发生以来，省外
团队游客虽然少了，但自驾游、
家庭游、亲子游等周边游市场发
展迅速。”宁海湾游客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陈金霞告诉记者，在常
态化防疫的背景下，多数市民缩
小了出游半径，本地游、周边游
取代异地长线游，特别是家庭小
团体自驾游持续火爆。

针对小团出游热，强蛟横山
岛景区“花筑·蜃海湾”民宿推
出的“私人定制游”大受游客青
睐。这家海岛民宿推出“请你做
岛主”春日主题游，提供集“海

景大房、海鲜美食、奇趣岛主、
沙滩排球”于一体的吃喝玩乐、
情感交流空间，全方位满足游客
需求。

“生意特别好，19 个房间基
本天天爆满！”海岛民宿负责人施
志霞说，“我们计划再增加床位，
以满足夏季避暑游客的需求。”

进入 4 月，位于四明山、海
拔 800 米的海曙区章水镇杖锡樱
花园内樱花如期盛开，迎来了最
佳观赏期。万亩樱花漫山遍野，
如云似霞，清明小长假期间共吸
引了 2 万多名游客前往打卡，周
边的民宿和农家乐也人气爆满。

与往年不同，今年杖锡樱花
园经过优化提升，除了樱花园以
外，另有 30 亩高山杜鹃园和 15
亩高山农业产业园，可供游客在
园内玩蹦蹦床、喊泉、网红秋
千、滚筒等游乐项目，也能在樱
花树下采摘黄金菇、走进杜鹃园
欣赏漫山的鲜艳杜鹃。“在四明
山赏花看景，真是惬意。”上海
游客刘先生如此感慨。

早在 2016 年，宁波在全国
率先推出了以乡镇街道为创建主
体的乡村旅游全域化建设模式，

通过开展示范区评定验收，培育了
一大批乡村旅游全新业态，有力推
动了乡村旅游产业要素集聚发展和
转型升级。

目前全市共命名乡村全域旅游
示范区 19 家，创建单位 3 家，初步
构建了各具特色的乡村旅游空间布
局 。 全 市 乡 村 旅 游 接 待 人 次 从
2016 年的 3686 万，增加到 2020 年
的 5596 万，增幅为 52%；旅游收
入从 2016 年的 46.6 亿元，增加到
2020 年 的 62.6 亿 元 ， 增 幅 为
34.33%。

全域旅游引领，产品
供给不断完善

今年，地处象山港畔的鄞州咸
祥镇推出鲜 2°生活节之春季系列
活动，打响地域特色品牌。鲜 2°
春季产品推介会、“咸祥小海鲜”
探鲜海捕、鲜 2°春季产品网络直
播、“生活正当鲜”鲜 2°生活集
市走南塘⋯⋯各类引人入胜的活
动，各种新鲜美味的海鲜，争鲜、
探鲜、听鲜、娱鲜，持续推介咸祥
不同的季节性产品。

旅游产品供给不断丰富、公共

服务不断优化、体制机制不断创新
⋯⋯以全域旅游理念为引领，我市
创新旅游发展动力和发展空间，延
伸提升旅游产业链、价值链，走出
了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发展之路。

近年来，宁波紧紧围绕各地资
源优势，充分挖掘核心景区、村
庄、自然环境等要素资源，有效结
合美丽城镇、美丽乡村、人居环境
整治等工作，有力撬动社会资本投
入。我市先后招引建设了半山伴水
旅游度假村、凤凰农旅小镇、火车
来斯主题乐园、树蛙部落、心宿胡
陈、蟹钳港乡村旅游体验区、黄避
岙龙屿景区等一系列新业态旅游项
目，累计创建景区村庄 928 个，各
类休闲旅游基地、养生基地、采摘
基 地 等 乡 村 融 合 示 范 基 地 160 余
个，全市民宿数量达 1709 家。

“自 2016 年以来，全市先后有
五个批次 30 余个乡镇街道开展了
培 育 和 创 建 ， 累 计 投 入 近 40 亿
元，重点建设和完善了游客服务中
心、旅游厕所、停车场、标识导览
系统等公共服务设施，进一步补齐
了乡村旅游的硬件设施短板，初步
实现了乡村旅游资源共享、设施共
用、功能互补，【下转第4版②】

黄明朗

市农科院瓜菜育苗科技特派团
队十年下沉一线，把论文写在大地
上，成绩斐然，仅去年就推广新品
种、新技术、新设备和新模式应用 6
万亩，为瓜农节本增效1573万元。

科技工作者撰写论文，阐述科
学理论、推广科研成果、开展学术
交流十分必要。但论文不能仅仅写
在纸上，新的发现、发明要转化成
科技成果，必须到实践中进行检
验、推广应用。特别是“农”字号
科技人员，更要深入田间地头，为
瓜农、菜农、果农、粮农解决实际
问题，产生实际效益。

安徽大学教授何家庆致力于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行程 3万多
公里，自费到全国落后山区 426个
村寨，推广魔芋栽培技术获巨大成
功，为百姓脱贫作出巨大贡献，获
得全国劳模、全国扶贫状元等荣誉
称号。

长期以来存在一种现象：若无
论文发表，往往在职务晋升、职称
评定等方面遭到一票否决，已引起
各级各地重视。日前，山东省农科院
出台破除“四唯”十条意见，以科技
成果产生的影响、实际贡献和应用
效果为评价导向，只要达到单项成
果转化超过千万元等 9 种情况，没
有一篇论文也可直升正高；院属单
位年度考核，转化绩效突出、取得重
大业绩的实行“一票肯定”。希望这
种正确导向能在各地推广。

姓“农”就当写好田间论文

本报讯（记者林海 通讯员林
琳） 昨日上午，浙江省第二届生态
运动会在宁波东钱湖拉开帷幕。副
省长成岳冲等为运动会启幕，市委
副书记、市长裘东耀致辞。

本届生态运动会由省体育局、
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
文化旅游厅、宁波市人民政府等单
位共同主办。首站比赛地为宁波，
赛期从 4 月 10 日起至 5 月 15 日止，
共设置绿水类、青山类、特色类等
12 个 竞 赛 项 目 ， 包 括 迷 你 马 拉
松、东钱湖龙舟赛、桨板公开赛、
皮艇球公开赛、古村水稻田“斯巴
达勇士”赛、百英里越野赛等，以
及文化、旅游、农业等配套的系列
活动。近万人报名参赛。

裘东耀在致辞时说，省生态运
动会以体育为媒，融合山水、文化
和旅游，点亮了“绿水青山 运动

浙江”，点燃了人民群众健康幸福
生活追求，这是浙江深入践行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健康中国战
略和助力建设体育强国的生动实
践。作为东道主，我们将精心做好
赛事保障和服务工作，努力为大家
呈现一场别样精彩的生态运动盛
宴，让大家尽享宁波的特色山水和
运动休闲文化。我们将以办好本届
省生态运动会为契机，大力推进国
家体育消费试点，打造体育强市，
创建美丽中国先行示范区，为绿色
浙江、美丽浙江建设作出更大贡
献。

褚银良、许亚南及朱金茂出
席。开幕活动上，男子跳水奥运冠
军秦凯、男子游泳世界冠军吴鹏和
40 位市民代表共同发布了 《东钱
湖倡议》。开幕活动后，与会嘉宾
观看了长三角桨板公开赛。

浙江省第二届
生态运动会在甬开幕
成岳冲裘东耀出席

新华社三亚 4月 24日电 （记
者李宣良） 海军三型主战舰艇——
长征 18 号艇、大连舰、海南舰 23
日在海南三亚某军港集中交接入
列。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交接入列
活动。

四月的三亚，天高海阔，日暖
风清。军港内，三型主战舰艇一字
排开，按海军最高礼仪悬挂满旗，
来自海军部队和舰艇科研生产单位
的 代 表 2400 人 在 码 头 整 齐 列 队 ，
气氛隆重热烈。

下午 3 时 30 分许，交接入列仪
式开始，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仪仗礼兵
护卫着八一军旗、命名证书，正步行
进到主席台前。习近平将八一军旗、
命名证书分别授予长征 18 号艇艇
长、政治委员，大连舰舰长、政治委
员，海南舰舰长、政治委员。三型舰
艇的舰艇长、政治委员向习近平敬
礼，从习近平手中接过八一军旗、命
名证书。习近平同他们合影留念。

张又侠主持仪式，许其亮宣布
舰艇入列和舰艇名、舷号。丁薛
祥、刘鹤，以及李作成出席仪式。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雷凡培、海军政治委员秦生祥在仪
式上先后发言。

交接入列仪式在中国人民解放
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登
上新入列舰艇，检阅舰艇仪仗队，
察看有关武器装备，同官兵进行交
流，并在航泊日志上郑重签名。

活动期间，习近平在码头亲切

接见了舰艇科研生产人员和海军部
队官兵代表。

经中央军委批准，这次交接入
列的三型主战舰艇分别命名为：中

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长征 18 号艇、
舷号 42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大
连舰、舷号 105，中国人民解放军
海军海南舰、舷号 31。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军
委机关有关部门、海军、海南省以
及舰艇科研生产单位的负责同志参
加交接入列仪式。

海军三型主战舰艇集中交接入列

习近平出席交接入列活动

据新华社南京 4 月 24 日电
（记 者胡喆 蒋芳） 祝 愿 美 好 未
来、融汇古今中外，我国首辆火星
车在第六个中国航天日之际正式拥
有了自己的名字——祝融号。

4 月 24 日上午，在江苏南京举
行的 2021 年中国航天日启动暨中
国航天大会开幕仪式上，国家航天
局正式公布我国首辆火星车命名为

“祝融”，全称“祝融号”。
祝融是中国上古神话中的火

神，三皇五帝时掌火之官。首辆
火星车命名来自中国传统文化元
素，与我国其他航天器命名思路

一脉相承，例如：“嫦娥、墨子、
悟空、北斗”等。以火神的名字
命名中国第一辆火星车，是现代
科 学 与 传 统 文 化 的 跨 时 空 融 合 ，
体现着航天人的科学梦想和浪漫
情怀，彰显着中国人的探索精神和
文化自信。

根据国家航天局发布的消息，
祝融英文名称采用直接音译方式确
定为：“Zhu Rong”。

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是我国行星
际探测的首趟征途，计划一次实现
对火星的“环绕、着陆、巡视”，
在国际航天界亦属创举。将首辆火

星车命名为祝融号，寓意点燃我国
行星际探测的火种，指引人类对浩
瀚星空、宇宙未知的接续探索和自
我超越。

专家介绍，新时代背景下赋予
了这一名称新的内涵。“祝”，表达
了对人类踏进星辰大海的美好祝
愿，激励航天人追逐梦想、勇于探
索。“融”，体现融合、协作，表达
中国人和平利用太空、增进人类福
祉的格局和愿景，融合国内、国
际，融合历史、现代和未来，旨在
为人类社会和谐发展做出航天贡
献。

我国首辆火星车命名为“祝融”

4月 23日，海军三型主战舰艇——长征 18号艇、大连舰、海南舰在海南三亚某军港集中交接入列。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交接入列活动并登上舰艇视察。这是习近平向长征 18号艇授予
军旗、命名证书。 （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文旅融合，顺着运河来看海⑤

诗意乡村入画来，山水农家留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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