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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5 日，中共宁波市委十三
届十次全体 （扩大） 会议举行，审
议并原则通过 《中共宁波市委关于
坚决扛起新发展阶段历史使命为高
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先行市不懈
奋斗的决议》 和 《宁波高质量发展
建 设 共 同 富 裕 先 行 市 行 动 计 划

（2021-2025 年）》。
全市干部群众认真学习全会精

神，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大家纷
纷表示，建设共同富裕先行市，是一
项光荣使命，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
重大发展机遇。全会为宁波谋划了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先行市的
任务书、路线图、时间表，共同富裕
美好社会的动人画卷跃然眼前，经
过全市上下的不懈奋斗，共同富裕
这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必将在
浙江、在宁波率先成为美好现实。

“对于共同富裕，我们满怀期

待。”宁波北仑第三集装箱码头有
限公司营运操作部桥吊班大班长竺
士杰说，市委全会提出，要着力锻
造硬核力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强
港，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枢纽城
市。身为宁波舟山港的桥吊司机，
我每天就是在 16 层楼高的桥吊上
通过“高空穿针引线”精确高效吊
装集装箱，确保每一条航线准时起
航，为宁波舟山港早日建设成为世
界一流强港贡献一己之力。只有宁
波的港口做大做强了，我们共同富
裕的道路才能越走越宽广。

“枕复兴之宏图，报桑梓与父
老。”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
和受益者，雅戈尔集团董事长李如
成深感共同富裕是历史的永恒主
题，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期盼和梦
想，是企业家共同的社会责任。李
如成说，共同富裕没有旁观者、局
外人，共同富裕需要“共创、共
鸣、共情、共享”，让每个人都变
得更美好。这些年来，雅戈尔积极

摸索共同富裕路径，探索“造血”
与“输血”共同增进的机制，由资
金帮扶逐渐向精准化、产业化转
变。我们还将继续瞄准教育、医
疗、养老产业，发挥企业力量，助
力更高水平推进学有所教、病有所
医、老有所养、弱有所扶。

市委全会提出的要着力推进区
域均衡协调发展，高标准抓好对口
工作让市政府办公厅二级主任科
员、凉山州挂职干部应雨航干劲满
满：“我们将立足凉山所需、宁波
所能，从完善合作机制、深化经济
协作、加强民生帮扶、汇聚社会合
力等四个方面，着力构建形成全方
位、多领域的协作格局，助力凉山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工作，并与凉山共同打造
东西部协作的样板典范，奋力交出
让甬凉人民群众认可的高分答卷。”

实现共同富裕，乡村振兴是必
经之路。市农科院科研处处长姚红
燕说，在这一重大历史使命中，我

们将主动对接宁波市农业农村现代
化“十四五”规划，做好“种业强
市”和“乡村产业振兴”两大课
题，苦练内功，提升自身科技创新
能力，搭建院地合作平台、科技特
派员、产业服务群等服务载体，提
高为三农办实事能力，让共同富裕
落在实处，让幸福映照农民笑脸。

“壮大乡村经济，全域建设乡
村新社区，打造城乡共富共美的图
景。”看到市委全会对乡村建设发展
提出的新目标，一直活跃在乡村振兴
一线的宁波市镇海丰乐园家庭农场
负责人余挺非常振奋。他表示，现
在农民的腰包鼓了、生活好了，乡
村 振 兴 既 实 了 “ 里 子 ”， 又 亮 了

“面子”，共同富裕的基础越来越扎
实。“打造城乡共富共美的图景，
需要新时代的农村工作者学懂技
术、增强本领、用好政策，不仅要
自己好，更要大家一起强，让共同
富裕的路子在农村地区走得更宽更
踏实，农民的生活更美更富足。”

勇当先锋勇攀高峰，
率先展现共同富裕美好社会的基本图景
——市委全会通过决议建设共同富裕先行市引发我市各界热烈反响（上）

记 者 黄 合
通讯员 余组轩

本周三，余姚市梁弄镇横坎头
村党群服务中心旁，工作人员正在
对参观者进行统计。今年恰逢建党
百年，这里乘势成了“打卡”胜地，有
时一天就有上万人次参观，真的可
以用“川流不息”来形容。

一个藏在深山里的小小村落，
凭什么有这样的吸引力？或许，只
有你亲自来到这里，亲耳聆听“浙
东红村”红色党建引领绿色发展的
故事，才会产生深深的共鸣——从
经济薄弱到全面小康，老区华丽蝶
变背后是红色引擎提供源源不绝的
动力。

革命老区，红色基因
代代传

“红岗的劲松，奔流的横溪，
诉说着壮烈的过去；英雄的姓名，
远 去 的 声 音 ， 都 化 作 点 点 繁 星
⋯⋯”这是横坎头村的村歌，唱的
是这片革命热土上的故事。

抗战时期，这里是浙东抗日根
据地领导机关“中共浙东区委员
会”的所在地。如今，浙东区党

委、浙东行政公署、浙东抗日军政
干校、浙东银行、新浙东报社等旧
址，成为那段峥嵘岁月的光荣见
证。

时光荏苒，岁月变迁，但老区
共产党人的初心始终未变。

2004 年 ， 抓 住 《2004—2010
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 出
台的契机，横坎头村全面启动浙东

（四明山） 抗日根据地旧址群保护
性修缮工程。

住在旧址的是 55 户村民，大
家住了几十年，一开始都不愿意
搬。黄志尧等党员主动站出来，不
仅自己带头签约、搬离，还帮着村
干部一起动员其他住户，搬迁工程
推进格外顺利。

2018 年，立足新机遇，村党
委谋划在核心区块建所红色教育学
院。得知这一消息，作为老交通员
后代的村民夏再龙二话没说，在最
短时间内腾出了位于村委会旁的旧
厂房，确保项目及时落地。

如今，横坎头村已成为省党员
教育培训基地。省委党校四明山分
校、浙江四明山干部学院每年举办
省内外培训班近 200 个、培训学员
1.8 万人次，每年还有 20 多万名党
员干部到村开展“初心之旅”。

战斗堡垒，像根据地
般坚固

“办好农村的事情，实现乡村振
兴，基层党组织必须坚强，党员队伍
必须过硬”——2018 年 2 月 28 日，习
近平总书记在给全村党员的回信里，
对横坎头村的发展提出了谆谆嘱托。

对于这一点，横坎头村有信心，
也有底气。

多年来，村里始终把“建设同根据
地一样坚固的战斗堡垒”作为目标，
2007年成立全省首个革命老区村级党
委，2019年组建全市首个村级大党委，
与周边村、企业组成红村党建联盟。

一名党员是一面旗帜，一个支
部是一座堡垒。

村党委借鉴“支部建在连上”做
法，打造 6 个五星级“前哨支部”，推
行“小板凳”群众工作法，凡是涉及
自然村的大小事务，都让支部党员
先知道、带头干，这成了村党委治村
理事的“法宝”。

截至目前，“前哨支部”发挥项
目攻坚“桥头堡”的作用，有力推动
乡村旅游综合体、红村风貌区提升
等 50 余项工程快速落地。在“五水
共治”、疫情防控等中心工作中，党
员干部事事冲在前、处处作表率，形
成了强大示范带动效应。

与此同时，村党委全面推行每
名党员联系 6 户农户、包干 6 项工作
的“联六包六”工作法，激活每个红

色细胞，加快形成“党群齐心、锋领
过坎”的强大合力。

振兴发展，打造全国
样板村

如何让革命老区实现振兴发
展？如何让老区人民共享发展的红
利？这些是井冈山、遵义、延安等革
命老区面对的共同课题。

横坎头村给出的答案，是靠红
色党建引领绿色发展。

十多年前，横坎头村抢抓机遇，
转变传统农业结构，收获了“第一桶
金”。如今，当地樱桃等果树种植面积
超过 2000亩，并以此推动采摘、旅游
和农家乐发展，让老区有了新活力。

随后，村里组建红村互助发展
联盟，由红色旅游、会务培训等带来
的客源，被源源不断推送给本村农
家乐、民宿、家庭农场等经营户，让
更多村民共享发展成果。

“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的回
信，点燃了老区人民的干事热情，也
激励着我们村党委一心一意谋发
展，为老百姓幸福生活谋福利。”去
年下半年，黄科威当选村党委书记，
便立刻开足马力。

投资 6.5 亿元的“希望的田野·
横坎头田园综合体”项目整体推进，
以浙东延安红色文化学院、浙江四
明山新希望绿领学院为主体的教育
培训产业加速发展，今年这里还被
中组部、财政部列为推动组织振兴
建设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村⋯⋯

就在不久前，按照“先富带后
富、区域共同富”的理念，这里全
新成立了横坎头红锋共富联盟，将
辐射带动周边乡镇村庄，包括特色
农产品销售、红色旅游带动等，让
这条振兴发展路越走越宽敞。

红色引擎，引领老区幸福蝶变
——记余姚市梁弄镇横坎头村党委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通讯员
梅佳燕 徐立栋） 前晚，镇海以一
台凝聚全区人民精神、信仰与爱党
心声的“百年光辉历程 奋勇争先
圆梦”主题文艺晚会，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

晚 会 设 置 了 “ 不 忘 来 时 路 ”
“奋斗正当时”“扬帆再启航”三个
篇章，由琵琶合奏 《唱支山歌给党
听》、情景剧 《觉醒·启航》、现代
京剧 《红灯记·就义》 等 10 余个
节目组成，通过舞蹈、戏剧、歌曲
等多种文艺形式，展现了中国共产
党奋斗、奋发、奋进的光辉形象，
热情讴歌了中国共产党 100 年来的
辉煌历程和丰功伟绩，展示了镇海

儿女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强烈的
爱党爱国深情和永远跟党走、启航
新征程的铿锵决心。

晚会在歌曲 《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 中进入尾声。此时，全
场观众肃然起立，边唱边挥舞手中
的党旗。熟悉的旋律久久回荡，现
场一片火红的海洋，映衬着每一张
笑脸、每一颗赤诚的心。

“先烈们为祖国奉献了青春与
生命，他们的精神融入镇海人民的
蓬勃血脉，成为代代相传的红色基
因。今天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我
们为祖国、为党感到由衷的骄傲和
自豪。”许多观众观看演出后由衷
感慨。

百年光辉历程 奋勇争先圆梦
镇海举行主题文艺晚会庆祝建党百年

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通讯员
徐铭怿 吴劼阳） 昨天上午，宁海
桑洲、天台泳溪、三门沙柳三地
55 个村代表齐聚桑洲镇，共同签
署协议书，成立“清溪里”共富党
建联盟，三地将进一步扩大项目建
设、产业发展和文化资源共享等领
域的合作，实现党建“红色引擎”
引领清溪流域共同富裕发展。

桑洲、泳溪、沙柳地域接壤，
全长 40 多公里的清溪是三地共同
的“母亲河”。2014 年，三地在维
护水域环境、调解边界纠纷、建立
共管机制方面达成一致，成就了

“一江清水秀三地”的佳话。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三

地合作不断深化。”桑洲镇党委书

记夏扬说，此次成立党建联盟，通
过村帮村、户结对户，在跨区域为
群众破解难题、共同增收致富上下
功夫。

根据发布的方案，三地将立足
区域产业优势，共同组建农业、民
宿、乡村旅游等领域的党建联盟，
联盟内成员向村民共享产业技术、
市场、经验。同时以村村联建、户
户结对的方式，打造省级宜居示范
村、美丽乡村精品村。

三地还将共享旅游资源，联合
推出“寻游卡”“工会游”等旅游
套餐项目。“寻游卡”既可以入住
桑洲民宿，也可以入住沙柳、泳溪
的民宿，同步推介胭脂米、茶叶、
白枇杷等三地农产品。

“清溪里”党建联盟成立

宁海三门天台携手谱写“共富”曲

清溪风貌。 （孙吉晶 徐铭怿 摄）

本报讯（记者何峰 通讯员黄
婉芳） 昨日下午，民建市委会在五
一广场小剧场举行“风雨同舟 携
手共进”文艺会演，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

民建会员用歌舞会演、诗歌朗
诵、武术表演等方式，歌颂了中国
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光辉征程；
表达了对伟大祖国的美好祝愿和对
幸福生活的无限憧憬；展现了民建
宁波市委会始终与中国共产党想在
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的决
心；激发起广大民建会员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的热情。
“100 年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
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
党，不愧为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开创
发展新局面的核心力量。本次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文艺演出
主题突出，深情表达了全市民建
会 员 对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无 比 热 爱 ，
对 民 建 同 中 国 共 产 党 ‘ 风 雨 同
舟、携手共进’的无比自豪，对谱
写新时代多党合作事业新篇章的无
比信心。”民建市委会相关负责人
说。

风雨同舟 携手共进
民建市委会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文艺会演

本报讯（记者黄合 通讯员施
寒潇）昨晚，在人流如织的宁波万象
城，伴随着米茄子乐队和宁波大学
青年带来的原创音乐《百岁颂》，“生
日快乐，我的党”宁波市小螺号青年
讲师团庆祝建党 100 周年活动拉开
帷幕。

“马上就要到‘七一’了，‘小螺
号’青年讲师团围绕如何更好地庆
祝党的百岁生日进行了深入讨论，
最终决定采取快闪这种比较青春化
的形式，借助原创歌曲、微型党课、
朗诵等形式，展现青春之声，抒发祝
福之情。”团市委相关工作人员说。

1998 年出生的薛一哲是宁波
大学法学院今年的毕业生，也是一
名年轻党员。这一次，她和其他小伙
伴一起，穿上蓝色对襟衫、黑色长
裙，深情朗诵李大钊先生撰写的《青
春》选段。

“青年循蹈乎此，本其理性，加
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
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
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
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薛一
哲表示，即使百年之后的今天再读
之，依旧觉得激情澎湃。

“我们希望能够以这种方式，传
承红色基因，传播红色故事，赓续红
色血脉，向党献上最诚挚的祝福，祝
我们的党，生日快乐！”来自浙江工
商职业技术学院的“90 后”宣讲员
胡晓青说。

最后，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的旋律响起，附近市民也纷纷
挥舞着手上的小红旗，加入其中。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激昂的
歌声中，整个“快闪”活动画上了圆
满的句号。

“生日快乐，我的党”
宁波市小螺号青年讲师团青春“快闪”活动举行

海曙区西门街道近日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会演活动。整台节目由辖区居民自导自演，通过开天辟地、峥嵘岁月、沧海桑田、不忘
初心四个篇章，演绎我党波澜壮阔的探索、奋斗、创业、发展历程，表达不忘初心跟党走之情。 （胡建华 周秉 摄）

自导自演节目自导自演节目 庆祝建党百年庆祝建党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