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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先行，核心要在以文化
人、文明素养培育上先行。社会发
展以人的发展为归宿，人的发展以
文明塑造为内核。

宁波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
必然要在提升全民文明素养、城市
文明程度上不断取得新突破，不断
构建以文明提升推动社会进步的新
优势，让文明之风吹遍甬城每个角
落。

推动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

“我们要打造的现代化是以人
为核心的现代化，共同富裕的突出
标识是精神富有。”市文明办相关
负责人表示，我们要围绕培育时代
新人这个目标，推动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深入人心，着力提升公民思
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社会
文明程度，塑造诚信文化、建设诚
信社会、培育诚信公民，形成适应
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
貌、文明风尚、行为规范，让宁波

这座城市正气充盈、爱心涌动、温
暖如春。

“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
导人、影响人、塑造人的作用，一
个很重要的途径是大力培育志愿服
务。”宁波志愿者学院执行院长詹
斌说，志愿服务是公众参与文明城
市创建的有益载体。志愿服务力量
的强弱、专业程度的高低、服务质
量的优劣、服务类型的多少、保障
措施的完备与否，是检验一个城市
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由于广
大志愿者的加入，极大地调动了社
会各界的力量，将核心价值观落实
落细落小在每一次志愿服务中，为
宁波文明创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
用。

他建议，宁波要加快本土志愿
服务领军人物的培养，对不同使
命、不同规模、不同领域、不同能
力的志愿服务团队和组织要给予个
性化的发展指导，推进志愿服务组
织的共同体建设，形成必要的合力，
对宁波涌现出来的优秀的志愿服务
项目、典型做法进行分析、研究和
推广，真正提升宁波志愿服务的整

体水平，使志愿服务成为引领社会
风尚、传递主流价值的最美风景线。

塑造厚德崇文的文明风尚

先进典型是有形的正能量，他
们的身上既见信仰信念，又见人格
风骨，更见家国情怀。

刚刚获评第七届宁波市道德模
范称号的竺士杰，是宁波北仑第三
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桥吊班班长。

“道德模范是思想道德建设领域最
高荣誉之一。作为码头一线的劳动
者，能获得此殊荣，心情非常激
动。”竺士杰说，将牢记总书记的
嘱托，立足岗位，兢兢业业，用道
德模范的精神，带领团队奋勇向
前，为锻造宁波港口的硬核力量作
出自己新的贡献。

全 国 道 德 模 范 及 提 名 奖 10
人，省级道德模范 21 人，市级道
德模范 112 人，中国好人 107 人，
浙江好人 277 人，宁波好人 984 人
⋯⋯在宁波，一张张朴实面孔、一
个个感人故事，谱写了一曲曲令人
动容的道德之歌。近年来，宁波实

施理想信念铸魂、文明有礼强基、
风清俗淳培根、重信守诺立信、网
络空间清朗等五大工程，持续推进
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
个人品德建设，积极探索具有时代
特征、富有宁波特色的新时代公民
道德建设新路径。

市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宁
波将持续擦亮“爱心宁波 尚德甬
城”的城市品牌，深入实施新时代
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塑造开放包
容、厚德崇文、重诺守信的现代文
明新风尚，为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
市、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先行
市提供强大的道德力量。

让文明创建从风景向
全景跃迁

“高质量推进文明典范城市建
设，要做到全域治理、全程管理、
全民参与。”镇海区澥浦镇党委书
记卢伟表示，文明典范城市建设涉
及方方面面，要推进全域精神文明
创建，全面构建新时代文明实践体
系， 【下转第3版①】

如何不断提升城市文明程度?

本报讯（记者孙佳丽 通讯员
董宣娇 王剑波） 据市商务局统
计，10月1日至2日24时，全市重点监
测的10家商场每天18时至22时的夜
间营业额突破8000万元，占全天营业

额的47.5%，相比于去年同期的45.2%
又提升了 2.3 个百分点。鄞州万达广
场、印象城等一些大型商场夜间营业
额占比甚至超过了全天的50%。

“夜间经济是衡量城市经济活

力的重要指标。从样本数据可以想见，
国庆长假期间宁波夜间消费比例正持
续提高，说明我市推进‘夜色甬城’建
设的进程进一步加快。差异化、多元化
的夜间生活选项，正逐渐满足人们的
个性化、多层次、品质化的夜间消费需
求。”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说。

这个假期，宁波的夜间有了更
多的生活气，更多可触可感的消费
场景延伸了夜间经济的体验时间和
空间。 【下转第3版②】

国庆长假前两天10家商场夜间营业额占全天近五成

甬城夜间经济再升温

星期一 农历辛丑年八月廿八

2021年10月 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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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4版 总第16830期 新闻热线：87000000 www.cnnb.com.cn 天气：今天晴到多云；东南风3-4级；23℃-32℃
明天晴到多云；东南到东风2-3级

今日市区空气质量预测：良

卢玉春

国庆节前，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发布公告：国庆长假期间，全市城
市道路收费泊位免收停放服务费。
如此免费，在宁波尚属第一次。

一段时间以来，个别地区疫情
时有发生，出省、出市旅游还有风
险。非必要不远行，倡导市民就地
旅游，缓解“停车贵”是应该的。

就像公告所说，免费停车，可以提
升市民出行停车环境的舒适度。原
本长假能“大赚一把”停车费的，
却免收停车费，方便市民，让利于
民，可能会吸引更多人走出家门，
刺激和带动消费。算算大账，未必
会“亏”。

群众利益无小事。开车出行，
“停车贵”让许多人烦心。用心把
群众关心的“小事”做好，就是践

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
特殊时期，出台特殊政策，值得肯
定。好政策如果能够常态化、制度

化，当然更好。愿这样的惠民举
措，不是“仅此一次”，而是多多
益善。

节假日免收停车费，惠民举措多多益善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北仑区
委报道组金鑫星 通讯员蔡晓馨）
近日，浙江省扩大有效投资重点建
设领导小组发布 2021 年第二季度

“红旗”“蜗牛”项目，经考核评
定，全省 37 个项目“夺旗”，其中
宁波入围的 5 个项目中北仑占据三
席。

据悉，省发展改革委今年年初
印发了 《省重点建设项目争先创优
立功竞赛活动实施方案》，提出以
加快省重点项目建设为目标，比进
度、比投资、比形象，参评项目需
要年度投资计划完成率不低于时序
进度且年度累计投资不低于同期计
划值，同时按照年度投资计划完成
率从高到低评选 15%参评项目才能
被列为当季“红旗”项目。

翻看考核结果，北仑“夺旗”
的 3 个项目中进展最快的已经完成
了年度投资计划的 95%。而这只是
北仑重点项目建设的缩影。记者从
北仑区发改局了解到，截至目前，
该区级重点建设项目已经完成年度
投资计划的 85%，省市重点建设项
目预计 10 月底前就可提前完成年
度投资任务。

众多重大项目快速推进的背
后，离不开项目推进机制的完善与
优质的服务。为扎实高效推进项目
进展，北仑根据年度重点工程计划
安排，由各区级领导分别挂帅、领
衔联系，形成一个重点工程、一个
分管区领导、一个牵头单位、一张

工作计划表、一个工作团队的“五
个一”推进体系，确保每个项目的
推进难点高质高效解决。

优化服务，部门联动为项目建
设“架桥铺路”。北仑围绕重大项
目计划，逐个研究制定土地、能
耗、排放、资金等要素保障服务方
案，主动为重大项目量身定制保障
方案。受益于在新能源汽车市场的
持续发力，旭升的多个项目“上
马”。项目多，进度不一，但又都
急着竣工投产，从规划设计到资金
用地保障，再到工程实施，涉及参
建单位广、审批事项多，一个延
误，整个项目进度就会受到影响。
为了紧盯时间节点，该区各职能部
门派出专人组成“驻点破难”小分
队，采用“下沉式人盯人”战术，
协调解决难题，确保每个项目顺利
推进。“从开工到投产，只花了一
年零 3 个月，如果没有政府专员的
全流程提前服务，我们的汽车轻量
化零部件制造及总部中心项目不可
能在今年这么快投产。”宁波旭升
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相关责
任人说。

该区还进一步完善重大项目审
批服务制度，实现企业投资项目审
批“一窗受理、后台流转、分段联
审、统一出件、限时办结”，全面
提升北仑企业投资项目审批效率，
实现一般企业投资项目开工前审批

“最多 90 天”，逐步实现竣工验收
前“最多跑一次”。

北仑“架桥铺路”
推进重大项目“加速跑”

本报讯 （鄞州区委报道组杨
磊 通讯员叶敏 记者王博） 前不
久，鄞州区湖光山色“绿水青山”
实践线上榜宁波首批“最美精品线
路 ”。 国 庆 长 假 期 间 ， 横 溪 的 古
道、精品民宿，塘溪的粉黛花海、
名人故居，东钱湖的城杨村、韩岭
老街等精彩纷呈，这条山清水秀风
景美、体验丰富、最具度假风的

“最美精品线路”已成为市民休闲
度假的热门打卡地。

结合“精特亮”创建工程，鄞
州区以艺术振兴乡村为抓手，盘活
绿水青山、特色乡村、休闲古道、
名人故居资源，构建产业链条，快
速推动全域共建、全员共享、全面
共富的美丽经济发展。走进大梅山
精品民宿芫舍，人们三五成群，有
的在泳池游泳，有的荡着秋千、喝
茶、静思，十分闲适。“整个国庆
假期的房间很早就预订出去了，现
在还有不少人打电话来问。”芫舍
主人艾米说。

艺术振兴乡村，让文旅融合更
兴盛。星空篝火音乐会、烤鸡派对
⋯⋯国庆长假期间，“鄞领·青春
夜市”点亮东钱湖镇洋山村。今年
7 月以来，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
副教授丛志强团队正式进驻洋山
村，开启艺术振兴乡村之路，3 个
月来，由洋山村村民组成的艺工队
打造了“溪边公园”“溪上庭院”
等 10 余个节点，并修整了环村游

览线道路。如今的洋山村，白天可
逛、可玩、可吃，夜晚可歌、可
舞、可住，乡村文旅蓬勃发展。同
样实施“艺术振兴”的东吴镇童一
村，深耕天童老街千年宋韵文化，
依托东窑陶艺馆、非遗竹根雕生活
馆、海丝寻迹文化馆等场馆，举办
宋韵古风服饰模特合影互动打卡、
宋韵主题剪纸等“寻迹海丝 宋韵
天童”系列活动，也为老街注入源
源不断的活力。

产业植入，绘就美丽乡村“共
富”底色。国庆假期，塘溪镇东山
村月宫山上的大片粉黛乱子草花海
正值最佳观赏期，每天吸引大批市
民前来赏景拍照，为此，村里专门
兴办了大食堂，生意火爆。10 月 1
日位于咸祥镇横山码头的 2°café
蓝海餐厅开始试营业，270°环幕
景观，为市民提供了视觉与味觉的
双重盛宴，咸祥镇持续打造鲜 2°
公共品牌，推动当地新鲜美味的小
海鲜、文旅产品打入市场，大力推
进“线上销售+线下体验”网红经
济模式，带动产业升级、农户增
收。而在东吴镇勤勇村，“乡叙·
大乐之野”、凤岭山庄等高颜值民
宿，吸引了众多苏浙沪游客来感
受乡间生活，该村正计划建设城
郊生态康养田园综合体，与周边
的小白村、画龙村、岐西村等组
团打造一个城乡融合型国际化慢
生活圈。

兴产业 聚人气

鄞州乡村游受热捧
提速“美丽经济”

洋山村音乐篝火晚会。 （东钱湖管委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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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奉化葛岙村附近的葛岙水库工程，长假期
间，现场依旧一片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根据计划，
葛岙水库工程将于年底具备蓄水条件，明年 6月底前
蓄水。水库建成后，可增加山区拦蓄能力，满足奉化
江支流东江及鄞东南平原的防洪任务要求，缓解奉化
江干流防洪压力。

（应海蓉 王博 摄）

▲昨天，国网宁波供电公司 20 余名施工人员顶着
高温顺利完成 220 千伏长镇长海 1 号至 9 号塔段新建线
路架设。国庆长假期间，全体施工人员一日无休奋战现
场，确保改迁工程按期投运。

（徐能 王幕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