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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林旻 通讯员陈
莹） 昨天是世界读书日，为了不断
提升广大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让

“精神富有”成为“共同富裕”的
最靓底色，宁波图书馆联合 10 个
区 （县、市） 的公共图书馆、大榭
开发区图书馆、东钱湖图书馆及
17 个村社联动点、4 个街道图书馆
联动点，举行以“阅享共富 宁波
先行”为主题的 2022 宁波阅读进
行式活动，800 名读者线上线下共
读同一本书—— 《共同富裕看浙
江》， 触 摸 纸 质 书 籍 温 度 ， 感 悟

“共同富裕”的精神实质，从而提
升广大读者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
感。

下午 2 点，近 50 名宁波阅读
爱好者相聚宁波图书馆新馆活动
点，在 3 个小时里共同阅读，共
塑阅读记忆，共享浙江经济建设
成果。

记者在现场看到，2022 年宁
波阅读进行式所选书籍为 《共同富
裕看浙江》，该书分为理论篇、制
度篇、实践篇 3 个篇章，从 26 个专
题介绍浙江对于如何建设共同富裕
示范区的思考与探索，全面展现浙
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发展现状
和目标方向，以期让读者能更深层
次理解“共同富裕”的内涵以及浙
江各地的具体实践。

根据疫情管控的相关要求，读
者在签到领取活动书籍、臂贴和三
角桌牌以后，分散在馆内各阅读点
安静阅读。有的在一楼宽敞而明亮
的图书借阅区，有的在三楼的地方
文献阅览区，有的在二层和三层的
中庭过道，还有的选择了艺术空间
和露台⋯⋯

本次活动，除要求撰写纸质读
后感 （200 字以上） 以外，组织方
还邀请读者在镜头前分享阅读感
悟，畅聊对“共同富裕”的见解和
想法，以及对宁波阅读进行式活动
的期望和建议。线上参与的读者，
在活动前一天收到工作人员寄送的
书籍和证书，当天同一时间在各自
家里进行阅读，读完以后在线上提
交自己的阅读照片和视频。在规定

时间内完成提交任务的读者可获得
阅读证书、阅读书籍以及宁波图书
馆与宁波轨道交通联合发布的 《坐
地铁·到图书馆去》 限量纪念票
卡。

除 宁 波 图 书 馆 外 ，“ 阅 享 共
富 宁波先行”2022 宁波阅读进
行式还在海曙区图书馆、江北区图
书馆、镇海区图书馆 （下设 17 个
村社联动点）、北仑区图书馆 （下

设 4 个街道图书馆联动点）、鄞州
区图书馆等 33 个阅读活动点同时
开展。在宁海中学大梁山楼阶梯教
室，50 名宁海中学学生暨该校柔
石文学社社员共读 《共同富裕看浙
江》，撰写阅读心得，通过阅读该
书，深入了解“共同富裕”的科学
内涵、实现路径以及浙江高质量发
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具体举
措。

世界读书日 共读一本书
“阅享共富 宁波先行”2022宁波阅读进行式活动举行

宁波图书馆新馆内，读者正在阅读《共同富裕看浙江》。 （宁波图书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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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黄程 通讯员卓
璇 柯诚） 这两天，在四川省凉山
州越西县南箐镇的红军洞，工人们
正忙着修建步道，方便日后游客近
距 离 感 受 红 军 洞 红 色 彝 乡 文 化 。

“红军洞是我们以零关古道为主线
打造的一个景点，主要通过修建栈
道和观景平台，提升其旅游品位和
基 础 设 施 ， 计 划 在 今 年 年 底 完
工。”越西县文旅局文物管理所工
作人员刘明说。

零关古道，是“南方丝绸之
路”的一个组成段，纵贯凉山州越

西县境南北，至今已有 2000 多年
的历史。由于城市的发展变迁和岁
月侵蚀，如今的古道已经没有了昔
日的繁华。多年来，越西县一直有
启动零关古道项目的想法，却苦于
资金没着落。

2021 年，江北区与凉山州越
西县结对，零关古道项目进入双方
视野。为了做好这个项目，江北的
挂职干部和当地干部一起，一次次
上山下山、考察交流，深入了解

“南方丝绸之路”的文化韵律和传
奇风貌。

据介绍，两地积极探索“农
业+文化+乡村”模式，计划总投
资 1800 万元，启动南方丝路——
零 关 古 道 农 文 旅 融 合 产 业 带 项
目。据悉，该项目是今年江北区
与越西县东西部协作开工的第一个
项目。

根据项目建设方案，除对已有
景点基础设施进行提升之外，江
北 区 东 西 部 协 作 办 实 地 调 研 考
察，对标江北慈城、达人村等农
文旅景区，结合江北乡村振兴的
实际经验，提出了在零关古道设
计古道遗风、红色历史、彝族风
情三大主题，同时整合已有资源，
挖掘更多古道文化，形成“一路多
点”的线路性景区和农文旅产业
带。

在古道另一端的小相岭村，村
党支部书记和工作人员正进行着实
地勘察和地图测绘工作，以便后期
让古道和小相岭村上的栈道相连。

“小山古道在我们小相岭村已经隐
藏了多年，希望借助这次机会，能
改造好小相岭村，吸引更多的游客
来小相岭村旅游。”越西县小相岭
驻村第一书记陈扬对零关古道的未
来发展充满了希望。

“越西县环境好，文化底蕴深
厚，零关古道是一个很好的文化
窗口。我们将按照省州东西部协
作重点要求，将这条路打造成致
富路、文化路，带动周边产业发
展，建成宁波职工疗休养基地。”
越西县东西部协作办工作人员潘学
林介绍。

江北牵手凉山越西

瞄准千年古道发展文旅融合

本报讯（记者张燕 通讯员何
明芳 李治信） 昨日清晨 5 点，随
着最后一辆混凝土罐车驶离现场，
宁波舟山港六横公路大桥一期工程
梅山互通主线桥桩基浇筑全部完
成，目前下部结构完成占比 68%。
这为主线桥成功建设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正在建设中的这个梅山互通设
主线桥、B 匝道桥、C 匝道桥。主
线桥全长 576 米，采用左右分幅设
计，全桥 19 跨，共计 121 根桩基，
桩基施工采用旋挖钻施工工艺。

为确保桩基施工顺利开展，项

目部严格按照专项施工方案进行安
全技术交底，并落实工序层层把
控。在进行测量放样之前，严格复
核桥梁墩台控制里程桩号、桩位坐
标、设计标高等数据。

宁波舟山港六横公路大桥全长
29.6 公里，分两期实施，其中一期
工程起于梅山，跨越梅山水道后经
春晓街道，终点在柴桥接规划杭甬
高速复线及穿山疏港高速公路，长
约 10.8 公里，为双向六车道。这座
公路大桥是宁波与舟山间第三座跨
海大通道，建成后将结束梅山、六
横及佛渡不通高速公路的历史。

六横公路大桥一期工程
梅山互通主线桥桩基浇筑完成

本报讯（记者董小芳 通讯员
蒋杰 汪培伟） 针对建筑市场存在
的违法违规现象，近日，市检察院
联合多部门出台专项意见，构建多
方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规范建设
工程发包承包行为，助力经济社会
发展行稳致远。据悉，此举在全省
尚属首创。

意见全称 《关于建立司法与行
政执法衔接联动机制 协同治理建
设工程施工发包承包违法行为的意
见》，由市检察院、市中级人民法
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
水利局、市政务服务办公室联合出
台，是针对社会治理难点堵点，推
进法律监督与行政执法有机贯通、
相互协调的一项创新举措。

据了解，意见共 21 条，明确

了相关职能部门在协作配合中坚持
的原则，规定了违法线索的移送情
形、处理方式、结果反馈等情形，
如明确工程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法
对发包承包违法行为单位作出行政
处罚后，应当根据相应信用评价管
理办法，调整违法单位信用等级评
价，并将查处的违法行为、处罚结
果记入相关主体的信用监管档案，
并向社会公示。

值得一提的是，意见还为相关
主体提供了救济渠道。明确因发承
包违法行为受到信用惩戒的相关责
任单位，态度端正、配合积极，或
在责令整改期间表现积极、措施有
力、整改效果明显的，依该单位的
申请，通过企业合规考察程序，经
联席会议研究后，按照相关规定可
以重新评估其信用状况。

我市多部门联合出台意见

协同治理建设工程施工
发包承包违法行为

本报讯（记者陈章升 通讯员
沈颖婷 韩婷婷） 近日，一场离婚
纠纷案在慈溪市“家事共享法庭”
开庭，身处不同空间的当事人、法
官、调解员通过人民法院在线服务
的“共享法庭”，同时出现在屏幕
上。经过法官和调解员调解，双方
当事人就离婚相关事宜达成一致意
见，并在线上完成司法确认。

慈溪市“家事共享法庭”设在
慈溪市妇儿活动中心，由慈溪市人
民法院和慈溪市妇女联合会于近日
联合组建完成。该法庭以“不增
编、不建房”的形式，依托慈溪市
妇儿活动中心数字化交流平台实时
调解家事纠纷，推动司法力量和妇
联力量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家
事共享法庭’不仅帮助群众降低诉

讼成本，还推动家事纠纷源头化多
元化解决。”慈溪市妇联相关负责
人说。

“家事共享法庭”的成立，标
志着慈溪市“家事微调”法律服务
又一次完成数字化升级。据了解，
该市妇联在原有“网格法官+镇

（街道） 妇联维权站+姐妹驿站”
和“家事律师+镇 （街道） 妇女维
权站+姐妹驿站”的基础上，注重
发挥一站式诉讼服务、一站式多元
化解、一站式基层治理优势，激发

“网格法官”、家事调解员、家事律
师等多元解纷合力，依托“家事共
享法庭”，帮助不方便诉讼的群体
弥合时间和空间制约。

截至目前，慈溪市“家事共享法
庭”已成功调解家事纠纷 10 余起。

巧用科技手段 “云上”化解纷争

慈溪市“家事共享法庭”成立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通讯员
张超梁 洪莹） 连日来，镇海企业
——宁波启盛生物食品发展有限公
司的工作人员，忙着将春笋精加工
成水煮笋、竹笋罐头，远销日本等
海外市场。

“因疫情形势严峻，罐头成为
海外居家防疫的重要储备物资。我
们抢抓这一契机，抓紧生产各类罐
头产品，今年一季度出口额已达
1350 万元。”启盛生物副总经理陈
辉说。

但国外疫情导致船期等物流链
紊乱，启盛生物等企业的出口时效

面临困难。对此，镇海海关依托
“互联网+海关”和“国际贸易单
一窗口”，引导企业网上办理出口
前检验申报，推行 7×24 小时预约
加班制度，确保货物通关“零延
时”。

同时，为帮助企业抢抓 RCEP
“黄金机遇”，镇海海关线下加强与
地方政府、行业协会的协调，多次
开展培训会。

在政企合力下，一季度镇海全
区出口罐头类产品约 4300 吨，金额
逾 3700 万元，同比分别增长 48%、
33%，实现罐头出口“开门红”。

镇海罐头类产品走俏海外市场
一季度出口量约4300吨

镇海海关关员在竹笋罐头生产企业检查。 （马为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