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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茵）近日，全区42名优秀机关干部以
第一书记的身份到村报到，他们深入基层听民声、解民
忧，俯下身子解难题、谋发展，助推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
施。目前，
我区42个行政村都有了第一书记，实现派驻全
覆盖。
42名第一书记中，
既有初出茅庐的年轻干部，也有经
验丰富的老前辈，还有农业方面的技术专家……通过选
派第一书记到村任职，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推动
科学发展、带领农民致富、密切联系群众、维护农村稳定
的坚强战斗堡垒。
寓楼、喷涂喷塑生产企业、有限空
早在2015年，
我区就着手从区级部门优秀年轻干部，
间和可燃爆粉尘企业、泡沫和纸板
区属企业、事业单位的优秀人员和以往因年龄原因退出
等易燃产品生产型企业、提供员工
领导岗位、尚未退休的干部中选派第一书记到村任职，先
宿舍的企事业单位、高层建筑等相
后有80名优秀机关干部分4个批次下乡入村，转变角色、
关数据、消防应用系统尽快“联网、 苦花心思、下足功夫，指导帮助村党组织书记带领村两委
上平台”，努力建成涵盖街道辖区
成员开展工作。
并连接区级的大数据平台，有力保
第一书记干得好不好，关键要看基层党建工作抓得
障区域安全。
怎么样、基层治理工作做得怎么样。第一书记从“上头”
对于居民最为关注的幼儿入
来、从“外头”来，阅历更多、视野更宽，这对抓班子、带队
园、养老服务、生活配套等内容，幼
伍、提高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大有裨益，对指导落实“底线
儿园新建及提升工程、养老院的选
规则”
40条、
村民说事、小微权力清单等制度，促进农村和
址与前期、菜场改造提升均被列为
谐稳定和村级事务公开、
公平、
公正很有好处。
实事工程。根据计划表安排，街道
有多年财税和党务工作经验的金国军是区财政局机
将对中心幼儿园现有建筑进行修
关党总支专职副书记，
他从2016年8月起担任蛟川街道迎
葺，同时在老俞家畈地块新建一家
周村第一书记。一到村里，他就和年轻的村班子成员一
优质民办幼儿园。规划的养老院则
起，严格落实“三会一课”
、主题党日等制度，监督落实村
兼具长期托养、短期托养、日间照
级组织工作经费，完善村级组织活动场所、服务设施，规
料、
康复护理、
中央厨房等功能。此
范基层组织运行。今年，在村干部的一再挽留下，他继续
外，街道将对骆驼菜场全面提升改
当起了第一书记，并坦言将和村干部一起着力建设坚强
造，创建宁波市示范标准化农贸市
基层党组织、
打造过硬党员队伍。
场。
第一书记不仅要选得准、下得去，更要融得进、干得
“今年确定的九大实事工程可
好，
扛起乡村振兴的大旗。近年来，我区选派的第一书记
以说事事关民生、件件贴民心，通
立足所在村庄的实际，深入挖掘本土资源，增强村级组织
过工程改造提升建设，让辖区居民 “造血”
功能，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提升群众
两年前，原区风景旅游局规划建设科科长赵军被选
的幸福感和获得感。”骆驼街道相
派到九龙湖镇汶溪村担任第一书记，他凭借旅游工作经验，积极开发农事体验项
关负责人说道。
目，
引进特色民宿，
打开了村民的眼界，
也打开了汶溪村秦山自然村旅游的大门，为
全区美丽乡村建设工作增添亮点。
翻开第一书记写下的一份份驻村总结，入户走访，听听村民的声音，记录下
村民们实际困难，成为每一个第一书记的必修内容。来自区生态环境分局的姚旭
峰和西河村班子成员一起推动实施“厕所革命”
，完成8个自然村的生活污水治理
工程；来自区人力社保局的王志刚在杜夹岙村帮助组织改造种植户的用电电表，
有效解决用电收费相关问题……
“我们通过选优配强第一书记，让
他们切实发挥好建强基层组织、推动中
镇海实践
心工作、为民办事服务、提升治理水平
等职责，推动党建提质、服务提速、治理
全力推进
提效。”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骆驼街道确定今年九大实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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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清单”
事事关民生
建设 港口强区
打造
之城

品质

本报讯（记者王茵 李洁 通
讯员陆金妹）确定完成时间、
明确责
任单位、
详列推进方案。近日，
骆驼
街道公布2019年九大实事工程建
设的
“幸福清单”
，
智慧消防建设、
幼
儿园新建及提升工程、区域性养老
服务综合体、
公园绿地提升工程、
菜
场改造提升工程、
低洼地治理工程、
生态河道建设和邵家汇、荣吉路沿
线环境整治，以及盛家路道路及绿
化工程位列其中，
共涉及13个项目，
总投资超5000万元。
昨日上午，骆兴村文化公园内
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景观改造，一座
面积大、风景美、设施全的新公园
已初现雏形。同时，九龙大道汶骆
路口休闲公园和荣吉路329国道路
口灯管景观工程也进入方案设计
阶段。而经过整治改造，邵家汇、
荣
吉路沿线和盛家路都将在今年迎
来
“颜值”
大变样。
“其中，盛家路改
造标准很高，沿路同步配套六种规

图为盛家路道路及绿化工程效果图。

划市政管线，并建造滨河景观绿化
带，
一定会让市民们眼前一亮。”骆
驼街道城建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
在今年确定的实事工程项目
中，环境提升和生态建设是重点。
除绿地绿化提升、主干道沿线整治
工程外，骆驼街道投入700万元，由
农办牵头分别对西大河 （镇海大
道—箭港）、箭港（西大河—望海南

路）两条河道进行生态治理。另外，
投入200余万元在敬德村半江周、
小吴家、大吴家沿下河区域新建围
堰泵站、水闸等水利设施，抵御台
风季节洪涝灾害。
上月，街道安监所全面排摸辖
区内存在较大消防安全隐患的单
位区域，为智慧消防建设做好前期
准备。下一步，该街道将村（社区）
微型消防站（消防宣传点）、集中公

涉农部门紧锣密鼓备春耕
已储备早稻种子1.
9万公斤，同比增加10%
本报讯 （记者林意然 马旭
峰 通讯员狄蕊） “泥行事春耕，
日曝毕秋获。”伴随着一声惊雷，
万物复苏，气温正在渐渐回升，
我区已开始为春耕“热身”。昨日
上午，记者来到区农合联九龙湖
现代农业服务中心等地，查看春
季农事准备情况。
早稻在四月份将进入春耕，
3
月10日起，区农技总站已开始为各
水稻种植户供种。与去年一样，今
年我区早稻种植依旧选择甬籼15、
中早39两个品种，
“ 甬籼15去年在
我区早稻种植面积中占
2/
3，中早39占1/
3，这两
个品种收成稳定，去年
平均亩产500公斤，有的
甚至可达550公斤。”区
农技总站副站长唐文华
介绍，为保证种子质量，
早稻供种依旧由宁波市
种子公司派发到各镇
（街道）的供应站。
春耕，最繁琐的工序就是准
备育秧使用的田泥，泥土从田地
里挖出后，需要经过晒干、粉碎、
筛选，再与泥炭混合，最后进行
搅拌。由于使用量大，准备的时
间也比较久。记者来到九龙湖万
亩粮食基地附近的农场，农场主
竺懂正忙碌着，他告诉记者：
“做农事泥巴最要紧，这几天趁着

六争攻坚

“三个年”行动

三循环化改造项目通过验收
助力石化开发区提升环境质量

大图为农场主在购买早稻种子。小图为农场工作人员晒泥。 （记者汤越 摄）

天气好把泥巴晒了，目前自家的5
台耕田机已修整好，秧苗田内占
地12亩的4个大棚也已准备就绪，
计划于本月下旬开始播耕育秧。
”
“在正式育秧前还有一个很重
要的步骤就是早稻浸种。”区农技
总站专家吴水祥提醒种植户，在
病虫害防治方面，由于近两年水
稻恶苗病发病严重，严重的田块

企业三易厂区

甚至超过50%，因此在早稻浸种
上需要特别注意：选用25%咪酰
胺 （使百克） 浸种的，需适当加
大药剂浓度，或者使用氰烯菌酯
浸种，浸种48小时后捞出沥干，
勿用水冲洗，直接催芽播种，可
有效预防早稻恶苗病发生。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耕时节
也是我们最忙碌的时候，作为负

责农资供应的部门，我们要确保
供应农资的质量安全，做好后勤
保障工作，为农户们把好关。”唐
文华说。截至目前，我区化肥 、
农药、农膜等物资品种齐全。其
中，早稻种子已准备1.
9万公斤，
同比增加10%，可保障播种4000
亩左右，当前储备足够满足春耕
备耕的农资需求。

九龙湖精准帮扶

“买下土地就可以安心做强”
破解发展痛点 提振企业信心

支持民营企业

在行动

本报讯 （记者王喆 马旭峰
通讯员唐培毅）近日，宁波瑞世达
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丽慧
与九龙湖镇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岑
志锋一起来到区行政服务中心的
不动产窗口，拿到了属于自己公司
的不动产证书。作为第一个落户九
龙湖镇的海创项目企业，历经5年
时间，瑞世达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
厂区土地。“买下土地就可以安心
做强了。”陈丽慧开心地说。
瑞世达购买的新厂房位于九
龙湖田顾工业园东区，占地4.
3亩，
建筑面积4300米，是一处三层高的
厂房。
“各方面都很满意，有了这处

厂房，我们可以增加生产设备，产
量也能比现在增加一倍。”陈丽慧
说，
现在企业正在着手搬迁工作。
从去年开始，企业就有了购买
土地建设厂房的想法，并将这一想
法反馈给了上门走访的九龙湖镇
人才联络员。“其实这已经不是瑞
世达第一次来找我们求助了，从
2014年落户开始，瑞世达三次搬厂
区，每一次都跟九龙湖镇的发展密
切相关。”岑志锋说。
九龙湖镇工业土地资源一直
稀缺，在传统制造业占据大量土地
的环境下，给予新引进的高新技术
企业的发展空间十分有限。作为第
一家落户九龙湖镇的海创人才项
目，瑞世达从引进之初就享受到了
镇政府一系列帮扶，从最初与传统
企业“智本对接”式的合作租赁厂
房，到现在依靠租赁镇政府盘活的

闲置土地资源，企业在“腾笼换鸟”
的环境下，逐步找到了合适的发展
空间。
“依靠这样的服务思路，
九龙
湖镇引进落户了一批高新技术企
业，
完成了初步的产业升级。”
岑志
锋说。
“ 现 在 企 业 年 产 值 在 600万
元—800万元之间，但受制于厂房
面积和办公环境，很多大订单，
包括世界500强大客户谈不下来，
企业进一步发展受阻。”陈丽慧
说，作为一家从事新材料研发的
高新技术企业，企业厂房的整体
形象十分重要。去年，路虎公司、
苹果公司等多家世界500强企业来
瑞世达参观考察，最终都因为企
业厂区的“非标准化”而终止了
合作。
“这也倒逼我们政府为企业发
展考虑，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

能够形成真正的专业集聚效应。”
岑志锋说，去年开始，九龙湖镇
逐步开始推动将一批高新技术企
业集中到统一的工业园区。瑞世
达新购买的厂房位于田顾工业园
东区，过去这里聚集着许多传统
制造业企业，如今，园区内的六
个厂房中已经有四个厂房成为了
落户的高新技术企业，集聚效应
初显。
目前，九龙湖镇政府正在帮
助瑞世达与仍旧租赁在厂房中的
企业沟通，希望瑞世达能够尽快
完成搬迁投产。“镇政府持续秉
持‘三服务’的理念，以服务好
企业、服务好经济为根本，做优
做强小微特别是科技型小微企业，
真正让好的企业、好的项目、好
的人才、好的技术引进来、服务
好、留得住 。”岑志锋说。

本报讯 （记者张超梁 通讯员金
蓉 余佩佩） 记者近日从宁波石化经
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获悉，氯碱装置
错峰填谷节能增效技改项目、宁波石
化开发区工业固废填埋场工程以及3
万吨/
日工业污水处理项目、污泥处置
工程项目 （合并项目） 等三个循环化
改造项目，已通过专家组竣工验收评
审。
上述三个项目均属园区循环化改
造项目。2014年，宁波石化开发区被
正式确定为国家循环化改造试点示范
园区。同时，宁波石化开发区获3亿
元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支持。

近年来，宁波石化开发区借力循
环化改造项目，积极打造绿色石化，
建设生态园区。以宁波石化开发区工
业固废填埋场工程为例，项目通过建
立固废收集储存系统、预处理系统与
填埋系统等设施，集中处理一般工业
固废，设计有效库容近70万立方米，
可持续提升园区公共服务能力，助力
园区生态环境高质量前行。
截至目前，园区已获循环经济发
展专项资金补助项目 共 11个 。 除 高
COD有机污水制水煤浆、 生 产 合 成
气、氢气示范技改项目正在准备验收
外，其余项目均已通过验收。

德国国家设计大奖名单公布

我区设计作品榜上有名
本报讯 （记者张超梁） 近日，代
表德国设计领域学院派最高荣誉的德
国国家设计大奖 2019年 获 奖 名 单 公
布。值得关注的是，位于中官路创业
创新大街区域的宁波市言吾言视觉设
计有限公司设计师姚大斌、毛明等设
计的 《中国食品博览会标志》 《易筋
酒包装》，分获优秀传播奖、优秀传播
包装奖。
德国国家设计大奖由德国联邦经
济技术部颁发，德国设计协会执行，
每年总得奖数屈指可数，在设计业界
拥有“大奖中的大奖”称呼。“经典
的中国七巧板可以形成无数的形状，
这反过来又为传递中国食品博览会的
多元化提供了理想基础。
”这是德国国
家设计奖评委团对 《中国食品博览会
标志》 这一设计的评语。
对于很多“吃货”来说，此次获
奖的 《中国食品博览会标志》 并不陌
生。自2017年起，中国食品博览会标
志已启用言吾言设计团队的 《中国食
品博览会标志》 这一设计。
《中国食品博览会标志》 设计耗时
半年之久。“一直在寻找一种合适的
中国元素。
”毛明讲，七巧板是一种古
老的中国传统智力玩具，由七块板组

图为 《中国食品博览会标志》。

成。借助这七块板，可拼成动物、阿
拉伯数字等许多图形。通过中国食品
博览会这一平台，各地特色食品与相
关行业人士欢聚一堂。借助七巧板的
拼图功能，可表达出中国食品博览会
汇聚美食与美食产业的功能。
“七巧板有七块板，每块板的颜色
不同。”毛明表示，围绕食品这一主
题，赋予每种颜色不同的寓意。深蓝
色代表科技，浅蓝色代表未来，橙色
代表安全，三种不同程度的绿色分别
代表环保、健康与便捷。深蓝色与浅
蓝色交叉的三角形区域，呈现波浪图
案，象征科技在未来的食品领域中能
够深挖蓝海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