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第4034期
今日8版

中共镇海区委机关报
镇海区新闻中心 主办

温度：25℃—34℃
风向风力：东北风3级

懂镇海，更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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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亩到1100亩的耕耘之路
———访澥浦镇种粮大户余国华

记者郑凯侠 通讯员戴旭光

人物名片：余国华，澥浦镇庙戴
村人，庙戴村农业社长。

人物感言：我跟土地打了四十
年的交道，从八十年代人工种田到

现在全机械化种田，我深刻感受到
科技进步给农民带来的各种便利。

对于许多种粮户来说，每年七月
底的“双抢”战斗是一年中最紧张最
艰苦的时候。但现在对于余国华来

说，“双抢”的紧迫感早已荡然无存。
“现在耕地、插秧、收割都是机器完成
的，速度快效率高，今年10天时间就
完成了230亩的早稻抢收和晚稻插
秧，要是在以前纯靠人工的话，上百

个劳力也得一个多月时间才能完
成。”如今，当面对上千亩绿油油的良
田时，余国华心中感慨万千。

1978年，二十岁的余国华成了
村里生产队的一名拖拉机手，除了干

农活，还负责村里农田的机耕。“那时
候开拖拉机非常辛苦，风吹日晒的，
当时用的还是手扶的小型拖拉机，马
力小，效率低，经常干活到深夜。”余

国华从小就喜欢捣鼓机械设备，没过

几年，他不仅成了村里的耕地小能
手，还成了一名拖拉机修理工。

1982年分田到户，余国华一家
总共分到了14亩土地。“那时我们全
家一共有8口人，劳力强，所以当时分

到的田也比较多。1985年村里土地
再次调整以后，我们家有了20亩土
地，这在当时算得上是种粮大户了。”
余国华告诉记者，在没有机械设备的
年代一个人一天只能耕种三分田，拔

草、插秧、收割都要靠双手去完成。
农民是靠天吃饭的，气象、气候

条件会对农业生产产生重大影响，而
余国华最怕的就是夏季台风。“七八
月是早稻收割晚稻插秧的关键时间

点，如果有台风来那就麻烦了。”余国
华依稀记得1993年的那个盛夏，由
于人工收割速度慢，一场台风吹走了
大半年的收成，也是从那时候起，余
国华在心里就暗自较劲，一定要购置

机械农具设备。
1996年，余国华购买了第一台

收割机。2003年，他购置了第一台插
秧机。如今，在余国华自家的院子里

停满了各种机械农具设备，4台插秧

机，3台拖拉机，2台收割机，4台烘干
机……这是他四十年积累的心血。
“现在从插秧到烘干，所有过程都实
现了机械化操作，今年我一共承包了
1100亩土地，种有水稻、小麦、高粱

等农作物，插秧机一天大概可以插
50亩地，联合收割机一天大约可以
收割60—70亩，就算这1100亩的农
作物同时收割，我这些机械设备用用
也足够了。”余国华说，接下来他还要

购买用来除虫施肥的无人机、无人驾

驶收割机等更加先进的设备来为自
己的农业生产助力。

四十年的耕耘之路，余国华把
种粮当成了一生的事业。“现在种粮
不像以前那么简单了。在当下种植

规模越来越大，机械化程度越来越
高的情况下，种植技术、水稻品种等
也要不断进步改善，走农业现代化
道路才是未来农业的发展之路。”余
国华说。

区
人
大
常
委
会
举
行
上
半
年
度
重
要
情
况
通
报
会

为
高
质
量
发
展
献
智
献
力

本报讯（记者汪董 张宁）昨日，区人大常委会
举行2018年上半年度重要情况通报会，听取区政府

关于上半年度全区经济社会发展、2018年度民生实
事项目实施进展及下半年度主要工作安排等情况。
区委副书记、区长魏祖民通报工作情况。区人大常委
会主任顾国芳讲话，副主任罗思维出席。部分在镇的
省、市人大代表和区人大代表等80余人参加会议。

魏祖民在通报中指出，今年以来，全区全面对标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行动要求，大力实施“四驱动、
四提升”战略，深入开展“深化改革突破年、项目建设
攻坚年、基层党建全域提质年”专项行动，扎实推进
了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今年上半年，我区全社会

生产总值完成453.2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区属
生产总值246.23亿元，同比增长6.1%。各项发展措施

“稳中有为”，持续深化污染防治，积极防控金融风
险，扎实推进精准脱贫，全力加快项目进度，深化“最
多跑一次”改革，积极推进转型升级，加快提升发展

动能，大力推进城乡建设，积极发展社会事业，确保
共享发展成果。对今年人代会上票决确定的七项民
生实事项目区政府高度重视，第一时间进行研究部
署，完善推进办理机制，目前各项民生实事项目的办
理工作正有序推进。

与会代表充分肯定上半年政府工作成绩，并就
高质量发展、城区品质提升、教育资源优化、公厕
提质改造、垃圾分类等工作提出意见建议。相关部
门负责人就代表建议作出具体回应。

魏祖民认真听取并记录人大代表的意见建议，

并一一回应了大家关心的问题，对各位人大代表给
予政府工作的支持、信任与鼓励表示衷心感谢。他表
示，区政府将认真梳理代表们反映的问题，充分吸纳
意见建议，并在接下来的工作中积极推动落实。希望
人大代表一如既往地关心政府工作，多提意见建议，
多加支持监督，共同打开镇海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顾国芳通报了区人大常委会上半年度工作情况。今年以来，在区委有
力领导下，在广大代表支持配合下，常委会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加强对
生态文明建设、经济社会运行、社会民生事业及依法治区工作的监督，并
认真做好代表建议督办工作、加强代表履职服务保障，至7月底，区十五届
人大二次会议收到的171件议案建议均已如期答复完毕，代表对办理工作和

办理结果的满意率达到了“两个100%”。
顾国芳对代表履职尽责提出了要求。他希望各位代表要牢记使命、勇

于担当，围绕参与决策、监督推动、联系群众、模范带头等方面扎实履行
代表职责，积极建言献策，为我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努力走在高质
量发展前列贡献智慧和力量。

宁波石化开发区经济工作座谈会举行

聚焦优质项目 推进绿色发展
本报讯（记者张超梁 武亚东）

昨日上午，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
区召开经济工作座谈会，通报今年
上半年园区经济运行情况，部署下
半年经济工作任务。近30家园区重
点企业负责人参加。

上半年，宁波石化开发区以贯
彻落实市委“六争攻坚”行动、区
委“三个年”专项行动要求为主线，
聚焦招商引资，紧盯重大项目，依
托提升服务质量，经济运行呈现出

“稳中有进、进中向好”的发展态
势，全区域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
868.4亿元，同比增长3.6%。其中，
园区直管规上企业实现产值278.4亿
元，同比增长9.4%；推进总投资额

达181亿元的22个3000万元以上投
资项目建设，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1.4
亿元，同比增长39%；引进市外内
资20亿元，同比增长10.7%；实现财
政收入13.2亿元，同比增长65%。

会议认为，园区企业要充分认
识园区经济运行取得成绩的重要意
义，坚定发展信心。上半年，园区

紧盯时间窗口，抓好项目任务完成；

紧盯在谈项目，抓好项目跟踪；紧
盯项目落地，抓好企业服务；紧盯
成效，抓好重大活动。同时，以绿
色园区为目标，持续发力推动绿色
石化园区标准的制订、申报国家质

监总局全国绿色石化知名品牌创建
示范区与入选全国第一批绿色园区
名单等“两区一标准”推进工作，
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提出

“一个电话、上门服务”的新做法，

让改革红利惠及园区企业。
会议指出，园区要坚持以解决

问题为导向，及时发现问题，认真
解决问题，不断适应新形势，推进
新发展。园区企业面临着挑战与机

遇并存的新形势，要盯准未来发展
趋势，坚持新的发展理念，主动创
新引领产业前行。园区要做好企业
的配合和服务工作，努力助力企业
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困难和问题，鼓

励并引导企业充分利用现有各项资
源和剩余用地空间启动实施新项目。

（下转第2版）

镇海电厂燃煤机组搬迁
改造项目配套码头开工
本报讯 （记者王马飞 刘云

通讯员王森） 昨日，随着打桩船将
第一根长达58米的水泥桩打入海
底，标志着浙能镇海电厂燃煤机组
搬迁改造项目配套码头正式开工，
该工程由位于我区的中交三航局宁

波分公司承建。
浙能镇海电厂燃煤机组搬迁改

造项目配套码头位于泥螺山围垦区，
舟山跨海大桥的西面，主要建设有
3个2000吨级卸煤泊位 （水工结构

按靠泊3000吨级船舶设计） 及栈桥
1座。设计年吞吐量为288万吨，设
计年通过能力为320万吨。

“该工程施工水域较浅，周边区
域有两条海底管线，加上冬季季风

影响，技术复杂，难度大，风险多，
责任和压力都很大。但是我们能投
身镇海电厂搬迁建设这件大事中，
同志们的热情都很高，干劲都很
足。”工程现场负责人周聪说。

为确保进度，中交三航在制定

建设方案时，加大施工人员、机械
设备的投入，优化施工组织管理，
强化过程安全质量管控，努力克服
海域狭窄、海底管线多等困难。目
前，码头项目现场在施工组织上采

取“息人不息机”工作统筹，加班
加点组织施工，近百名施工人员日
夜奋战在施工一线。

该项目作为煤电一体化的配套
工程，对镇海电厂的建设运营有着

极大推动作用。“该项目实施以后，
将带动该地区水上运输业、物流业
等服务行业的发展，有利于改善周
边企业未来货物的运输组织，带来
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综合效益。”

浙能镇海电厂相关负责人表示，项
目将增加就业岗位，增加地方财政
税收，吸引技术人才及经营人才留
驻，为保障区域能源安全发挥积极
作用。

镇海党政考察团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并在沪开展学习考察

铭记奋斗历程 不忘初心使命
本报上海专电（记者陈巍 施

俊杰）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
奋斗。昨日，区委书记林雅莲率镇
海考察团在沪开展学习考察，专程
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回顾建党历史，
重温入党誓词，铭记奋斗历程。区

领导胡祖友、何黎斌、林伟明、叶
秀贝、熊澎桥、唐东海等参加。

中共一大会址庄重肃穆，纪念
馆一层序厅墙上悬挂着中国共产党
党旗。面对党旗，在林雅莲的领誓

下，考察团成员一起重温入党誓
词。大家紧握右拳，以坚定有力的
宣誓声，表达不忘初心、砥砺奋进
的信念和决心。

在陈列展区，面对一件件饱经

沧桑的珍贵史料、一张张定格历史
的资料照片，林雅莲一行不时停下
脚步、仔细端详，了解文物所蕴含
的历史意义。在中共一大会议室原
址，大家认真聆听讲解，驻足凝视

复原场景，感受那段风雨如磐的峥
嵘岁月。

大家一致表示，要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履行好干事创业的责任担当，
锐意进取、奋发有为，加快推进
“港口强区、品质之城”建设，书

写镇海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当天，考察团一行来到徐汇滨
江规划展示中心，详细了解上海西
岸整体开发情况。上海西岸规划面
积9.4平方公里，岸线长11.4公里，
曾是上海重要的物流仓储、生产加

工区域。目前，该区域对标全球城
市的卓越水岸，调整功能结构，推
动地区综合开发与建设，迁出大工
业企业，拓展形成集文化传媒、综
合商贸、科技创新、创新金融等产

业于一体的高瑞现代服务业集聚区。
该区域以规划引领、文化先导、生
态优先、科创主导的发展思路以及
形态开发、功能开发和产业开发并

重的具体做法，对镇海甬江北岸的

开发建设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考察团还走访调研静安区凯迪

克大厦。该大厦成立联合党总支，
积极打造服务型党组织，为企业和
员工提供实实在在的服务项目，切

实发挥楼宇党组织在推动发展、服
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中的
重要作用，推动了楼宇经济的大发
展。目前，凯迪克大厦企业的入驻
率达到100%，月均税收收入破亿

元。静安区在城市经济发展中坚持
党建引领、凝聚力量的经验做法，
为镇海城市商务楼宇两新党建工作
提供了示范。

[ ]弄潮甬江口 奋进新时代
我 的 40年·百 姓 故 事

“甬爱黔进镇青春”慈善公益晚会举行
“镇海共青团关爱普安县困难青少年三年行动计划”同时启动
本报讯（记者汪董 张宁） 昨

晚，由团区委、区青年联合会、区
少先队工作委员会共同主办的“甬
爱黔进镇青春”慈善公益晚会暨青
少年爱心文艺汇演在镇海大剧院举
行。“甬爱黔进镇青春”专项行动

爱心人士，普安、镇海两地青少年
代表，全区各界青年、青年志愿者
代表及“萌动镇海”青少年才艺大
赛获奖选手，共计800余人参与盛
会。

团市委书记钱雪华，区领导魏
祖民、李斌、俞泉云、胡金红，普
安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罗立出席。

当晚的慈善晚会，是向关心关
注“甬爱黔进镇青春”专项行动的

爱心人士的一次专题汇报和集中展
示。自7月起，团区委开展以“甬
爱黔进镇青春”为主题的专项行
动，面向普安困难青少年开展精准
帮扶，设计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

项目载体，包括“牵手·共健康”
营养晚餐计划、“爱在普安”镇海
青年社会组织助学项目以及镇海普
安青少年互助互访活动。“甬爱黔
进镇青春”行动一发布就得到了社

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探索出了
一条具有共青团特色的助力对口帮
扶新路径。

昨晚的慈善会上，区委副书
记、区长魏祖民，团市委书记钱雪

华等全体出席领导共同启动“镇海

共青团关爱黔西南州普安县困难青

少年三年行动计划”。这也意味着，
从启动这一刻起到2020年，镇海共
青团“甬爱黔进镇青春”专项行动
将全面发力，为对口帮扶贡献镇海
青春力量。

作为“甬爱黔进镇青春”专项
行动的重要项目之一，“牵手·共健
康”营养晚餐计划认领结对认捐仪
式在晚会现场进行。九龙湖镇青年

企业家代表、镇海籍港胞顾兆田、

顾卞裘莉夫妇代表，及来自宁波石
化区管委会、骆驼商会、镇海农商
银行团委等单位代表共同上台捐赠。

“镇海区青少年成长成才基金”
同时揭牌成立。该专项基金由团区

委整合社会资源设立，凝聚爱心力
量，注重规范阳光，用于对口帮
扶、助学助困、特殊关爱等公益事
业。晚会同时举行2018“萌动镇

海”青少年才艺大赛颁奖仪式。

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李斌
在晚会现场致辞。他表示，举办慈
善晚会，是为进一步激发广大团员
青年、少先队员、青年志愿者和社
会各界人士的公益爱心，积极营造

我区对口帮扶工作的浓厚氛围。区
委期待全区共青团组织在打赢精准
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关键时期有新的更大的作为。

图为晚会现场。

图为工作人员在余国华承包的稻田里进行机械化收割

!

版 小镇镇粉丝圈更多看点 〉〉〉

走过半个多世纪，光影不老

你在镇海照相馆拍过照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