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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红火火 喜庆春节
春节，意味着团圆、热闹。街头大红灯笼高高挂起，人人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在外奔波

的游子回到家乡，和亲人吃一顿欢聚的年夜饭。赏花灯、迎财神、吃美食……丰富多彩的民俗文
化，把新春祝福送到千家万户。

我们的记者用镜头记录了各地春节的喜庆景象，瞧，我们欢天喜地过大年喽！

■记者陈饰 王姿添 陶欢欢 夏文珺 郭长佳 特约记者张敬愉 实习记者徐婕 方迎丹 谢晓璐

正月初一，招宝山旅游风景区内，吉祥猪正给市民贺岁送福。 正月初一，辽宁丹东虎山长城上的红灯笼。

正月初三，虽然天空飘着小雨，宁波南塘老街依然人潮涌动、热闹非凡。 正月初五，招宝山旅游风景区内东方财神祈福大典活动现场。

正月初二，大家族聚在一起过年，妯娌们拍照留念。 正月初二，江北达人村内，点心铺老板现场制作麻糍。

正月初三，厦门一景区的新年祈福挂件。

正月初四，浙江安吉下了一场雪，孩子们堆起雪人，用
辣椒做嘴、车厘子做眼睛，再围上一条红围巾，喜气洋洋。

春节美食：寓意吉祥的玉兔虾饺。

春节美食：元宝形状的馄饨。

今年的春节红包有点特别。
正月初三，陕北农村，春节里小伙伴们聚到一起，摆出“F4”造型。正月初五迎财神。奉化一家民宿里，店家扮财神发红包，顾客个个乐开了花。

春节期间，四川自贡彩灯公园内灯组流光溢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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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推进美丽镇海建设

大年初一澥浦庙戴村上演大巡游
村民走出家门拿起手机拍拍拍

本报讯（记者梅佳燕 施俊杰
胡谷怀 张宁 通讯员戴旭光）2月
5日，大年初一，辞旧迎新、万象更
新。澥浦镇庙戴村举行“春节巡游”，
欢庆农历新年。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上午8

时30分，第二届“向全村村民拜年”
的巡游在庙戴村文化礼堂门口拉开
帷幕。

随着大钹的敲击声，身着盛装
的120余名村民组成巡游方阵，穿行

在村间街巷。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特
色的腰鼓舞、狮子舞等相继亮相，喜
气洋洋、热闹非凡。

巡游活动吸引了大量村民走出
家门观看，拿出手机拍摄。

“非常棒的表演。这就像我们村
里的‘春节晚会’。”78岁的李阿婆来
自四川，这是她在镇海过的第八个
春节，一早就在家门口等候。

与李阿婆一样，戴高峰一早就

起床等着巡游活动，爸爸戴国尧加
入巡游队伍演出让他非常兴奋。戴
国尧是一名企业家，平时逢年过节
全家人会外出旅游，今年留在村里
过年。“现在咱镇里的图书馆建起来

了，村环境也越来越好，设施完善、
空气清新，我为何还要往外头奔?”
戴国尧说。

巡游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几张洋面孔。他们是来自埃及的

Ahmed和来自尼日利亚的Yusuf一
家三口。Ahmed和Yusuf目前是宁
波诺丁汉大学的在校生，第一次在
中国过年。“‘中国色彩’美得让我找
不准形容词。”Yusuf说。Ahmed则

被村里的美景吸引，他说，跟着队伍
行走，宛如穿行在一幅水墨画卷里。

两人还亲身体验了舞龙表演，并与

舞龙队员交流互动、合影留念，体验
了一把十足的中国年味。

当天，巡游队伍经过6个自然
村，走过5公里路，为全村村民送上
最淳厚的新春祝福。

近年来，澥浦镇立足自身实际,
以“有记忆的街区、有故事的小镇”

建设为引领，以村庄环境综合整治

和公共空间治理为抓手，加快公共
基础服务建设，大力推进镇村民生
事业发展，努力在高质量发展中实
现乡村振兴。越来越多的村民感觉
到，辖区的村容村貌变美了，旅游产

业发展起来了，群众的生活更加幸
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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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雅莲走访慰问机构改革单位

承担新职责 谋求新作为
本报讯 （记者王马飞 施俊

杰）2月3日，区委书记林雅莲来到
区老干部局、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
局、退役军人事务局、应急管理局
等机构改革单位，看望慰问广大干
部职工，勉励大家尽快进入新角

色、适应新岗位、承担新职责、谋
求新作为，为我区高质量发展作出
贡献。区领导唐东海参加。

“老干部政治强、觉悟高、党

性好，党建工作正能量满满，我们

要向老干部好好学习。”林雅莲走
进区老干部局，详细了解各科室节
日值班和工作开展情况后，她说，
老干部局要强化精准服务，积极回
应期盼，充分发挥老同志的独特优

势，引导广大老干部为“港口强区
品质之城”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在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林雅莲与干部职工一一亲切握手，

向大家送上新春的祝福，她指出，

要加快推进机构融合，推动新机构
展现新作风、新形象。

随后，林雅莲来到区退役军人
事务局，她表示，要深刻认识做好
退役军人事务工作的重要意义，创

新思路招法举措，多做稳军心、暖
人心的好事实事，不断增强退役军
人的获得感、满足感和幸福感。在
区应急管理局，林雅莲强调，要以

高度的政治自觉和使命担当，迎难

而上，真抓实干，不断提升应急管
理能力和水平。

走访中，林雅莲强调，各级各
部门要按照中央和省、市、区委的
部署要求，明确时间表、路线图、

任务书，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
完成机构改革各项任务，为开创新
时代镇海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提供有
力保障。

林雅莲节前慰问消防救援大队

敢为人先勇担当 攻坚克难保平安
本报讯 （记者王马飞 施俊

杰）2月3日，区委书记林雅莲来到
区消防救援大队，看望慰问一线消
防队员，向大家致以美好的新春祝
福。区领导胡祖友、林伟明、杨国
胜和石化开发区领导洪岳军参加。

在消防救援大队，林雅莲听

取了消防救援队伍节日安保工作
部署的简要汇报，询问了指挥中
心节日期间执勤值守安排，观看
了应急救援新技术、新产品、新
设备演示。

林雅莲代表区四套班子向消防

救援队伍一年来为全区经济发展保
驾护航表示感谢，希望在新的一
年，继续发扬攻坚克难、敢为人先
的精神，在维护社会稳定和保障全
区经济社会发展上作出更大的贡

献。

随后，林雅莲一行还来到食
堂，和消防队员们一起包饺子过新
年，食堂内不时传出阵阵欢声笑
语，地方党委政府与消防队员的心
紧紧贴在一起。

首日突破1万人次

招宝山新春祈福好闹猛
本报讯 （记者胡谷怀 特约记

者张敬愉 通讯员罗梦圆） 新年登
山步步高，招宝祈福寻年味。2月5
日一早，蒙蒙细雨之中，新春祈福
活动在招宝山旅游风景区举行，拉
开了招宝山街道新春文化系列活动

的序幕。
天公不作美，然而前来风景区

祈福的游客仍络绎不绝。挂祈福
带、集福卡、看大戏、赏非遗……
岁岁不重样，年年有新意。

“今年是举办祈福活动的第九
个年头，相比往年新增了腰鼓巡游
环节，向所有来招宝山旅游的人展
现新年新气象！”招宝山景区相关
负责人介绍。

活动现场，象征喜庆的吉祥猪
在景区内游走，随机为游客们送上
红包和铜币巧克力。面对意外之
喜，许多游客惊讶之余，脸上流露
出满满的小幸福。巡游队伍里，腰

鼓队员挥起鼓槌喜造势，锣鼓喧天
中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

“我就缺富贵福了，你们有看

到过吗？”“哪里有康宁福？”……

听说集齐长寿福等五种福卡的前20
名有丰厚奖品，游客朋友们争先恐
后地在山顶祈福林一张张翻找福
卡，希望好运能降临到自己头上。
在一旁的祈福区，游客朋友们将写

有新年美好祝愿的祈福带挂到一旁
的树上，祝愿来年风调雨顺、福气
冲天。鲜艳的丝带随风飘扬，为祈
福林带去一抹靓丽的中国红。

“招宝山景区的春节活动很丰

富，让我们有机会体验挂福带等春
节民俗，感受家乡传统的年味。”
来自上海的游客李女士开心地说，

“糖画、面人这些非遗技艺，现在
的小孩子很少看到了。这次带着儿

子一起过来游玩，寓学于乐，很有
意义！”

据悉，未来几天，招宝山旅游
风景区将继续为大家献上甬剧等传
统戏剧表演节目及腰鼓巡游展示活

动，每天全票进入景区的游客将获
得限量版非遗指定项目的抵用券。

去年商品销售总额同比增长19.7%
增幅居全市第三，为近5年来最佳排名

本报讯 （记者沈王紫 通讯员

王海雁） 日前，记者从区商务局获
悉，2018年，我区商品销售总额达
1278.4亿元，同比增长19.7%，增
幅居全市第三，为近5年来的最佳
排名，且增幅高于市平均增幅5.6个

百分点。去年我区商品销售成绩能
竿头直上，离不开区商务局的“三
步走”规划部署。

“2018年初我们便开始全面规
划布局，首先从招商引贸方面做好

文章。”区商务局相关科室负责人
洪杨君告诉记者。2018年，我区引
进化销公司、甬鑫平台等大企业、
大平台，培育起新的增长点，夯实
我区商品销售额增长的基础。据统

计，全区限上商品销售额增幅近
26%，其中化销公司一家企业就为
全区限上商品销售额贡献11.6个百
分点。同时，协调区内部分企业将
主营业务回流，帮助改善我区经营

环境，销售额逐月提升，帮助全区
商品销售整体增长。

作为区内重点商品，金属、化
工、石油、煤炭一直是我区商品销
售的支柱。“抓好这四大类商品的

销售情况，就等于抓住全区商品销
售增长的关键。”洪杨君表示，
2018年全年，我区金属、化工、石
油销售量高速增长，增幅平均在
25%左右。其中，金属类和石油类

增幅都在30%以上。“我们会定期

走访企业，并加强与镇 （街道）、
重点企业的联系互动，积极助推大
宗商品骨干企业培育，及时对重点
企业的波动情况作出反应。”洪杨
君道。此外，汽车行业销售规模和

总量均得到提升。2018年11月，蛟
川街道的奥迪4S店开业，标志着我
区已基本涵盖目前汽车零售市场上
主流汽车品牌，奥迪4S店也将作为
2019年我区汽车销售领域的新增长

点，推动汽车销售总量稳步提升。
要充分发挥重点企业带动作

用，需要大数据平台作为支撑。通
过创建限上贸易业单位统计库，更
新、分析区内企业相关数据，区商

务局配合镇 （街道） 排摸符合条件
的企业并报备，及时调整统计库内
企业，在应统尽统的前提下，逐步
淘汰效益不佳、发展不前及已关停
企业，新增成长性好的优质企业入

库，补充新鲜血液。2018年，我区
共新增企业40余家。

面对新成绩，洪杨君表示：
“2018年我区商品销售额增幅喜人，
与区内企业总体质量、效益的逐步

提升不无关系，今后工作中，我们
会继续深挖区内高质量、高效能企
业，引进优质企业，抬高我区各类
商品行业总体水平，创造更好成
绩。”

（朱根华 绘）

图为巡游现场。

深化改革

最多跑一次聚焦
全面

猪年福临门

服务企业获肯定 接连收到两锦旗

区发改局喜获新年“开门红”

记者林意然

1月，中国石化镇海基地项目管
理部、宁波龙禧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先后送来锦旗，两面红彤彤的锦旗可
谓实打实的“开门红”。

审批提速喜获企业点赞
“你们的服务真是太周到了！”1

月24日一早，宁波龙禧房地产发展
有限公司部门经理钱超凡将写有“用
心服务促企业发展，服务高效展发改
风采”的锦旗送到行政服务中心发改

局审批窗口。原来几天前，该企业来
办理项目备案，发改窗口第一时间对
接企业，耐心指导他们网上填报，加

班到20时完成资料审核，给予批复。

为全力推进落实“最多跑一次”
等多项改革，该局牵头起草了《镇海
区企业投资项目“最多跑一次”“最多
100天”改革实施方案》，通过实施取
消审批、合并审批等七大类29项操

作性强、力度大的改革举措
“目前，我区企业投资项目全流

程审批申请材料由273项精简至100
项，精简率达63.4%，一般工业项目
开工前办理时间压缩了近70%。”该

局投资科副科长吕晓寒说。

用心支重保障管线迁改
“别看这只有711毫米的管线，

想给它‘搬家’可没那么容易。”谈到
石塘下输油管廊安全隐患整改局部
迁改工程，发改局支重科工作人员忘
不了去年5月那次48小时破解“无

主”管线谜团的“历险记”。因地下的

一根不明金属管线，俞范东路开挖工

作遇阻，发改第一时间联系市政、供
水、供电、燃气等涉及管线的部门进
行“认领”，短短2天便排除安全隐患，
使得后续拆迁工程顺利进行。

“此项目不仅只是迁移管线，还

涉及企业厂房拆迁、征地及农作物补
偿……还需要同管线所经辖区内的
街道、企业等沟通商榷，事项琐碎过
程繁杂。”支重科工作人员表示，一直
以来，区发改局积极协调解决项目推

进中的实际问题，全力为重点企业保
驾护航，真正做到管线迁改是中石化
企业的“分内事”，更是发改的“心头
事”。这么说来，另一面写有“服务企
业油线迁管，实现地企共赢”的锦旗

也算实至名归。

创新招法助促重大项目
“去年，我局牵头负责‘开工前审

批最多100天’和‘在线审批平台2.0

应用三个100%’，目前均取得阶段性
成效。”区发改局局长胡荣章表示。截
至目前，全区投资项目网上申报累计
683件、办结683件，网上申报率与网
上办结率均为100%，均位列宁波大

市第一。
支重项目方面，该局落实完成宁

波输油处册镇海底管道悬空隐患整
治、姚江二通道（慈江）工程镇海段涉
及海利公司地块和镇海炼化大件运

输排障及2次大件运输保障政策处理
等繁杂的重点项目政策处理工作。

胡荣章说，今年该局将围绕
“项目争速”，继续以深化“最多跑
一次”改革为己任，协同推进工程

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和企业
投资项目“最多90天”，为企业和群
众提供更加高效、便捷、优质的行
政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