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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勇在越溪乡开展“昼访夜谈、蹲点破难”抓落实系列活动时强调

立足当前抓机遇 谋划未来求发展
本 报 讯 （记 者 娄 伟 杰）
昨日下午，县委书记杨勇带领有关
部门负责人来到越溪乡开展“昼访
夜谈、蹲点破难”抓落实系列活
动。杨勇强调，要立足当前抓机
遇，谋划未来求发展，全面推动以
王干山为核心的全域乡村旅游发展
和以职教小镇为平台的新型城镇化
建设，实现越溪经济社会跨越发
展。
杨勇一行实地考察了越溪乡小
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程，详细了解
工程规划、进展情况，并来到工程
项目部看望工作人员，叮嘱项目设
计人员在进行工程设计时，要把项
目与自然环境有机结合起来，打造
有越溪特色的新型小城镇。随后，
他来到县技工学校，参观了该校数

控实训中心和汽修实训中心，要求
把技工学校现有的资源充分利用起
来，引进有先进管理经验和实力的
职教院校，推进职教小镇建设。杨
勇还实地考察了房车营地和王干山
村，详细了解王干山旅游综合开发
情况，他要求，王干山区块的旅游
规划还要进一步细化，使之更具操
作性，同时，远期规划要进一步拓
展，与县域规划、区域规划有机结
合起来。规划确定后，各项后续工
作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宜大
不宜小，以推动项目精准快速落
地。
当晚，杨勇在王干山红色联盟
党员实践基地主持召开座谈会，与
宁波市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负责
人、乡、村干部等座谈交流，一起

把脉会诊，破解难题。杨勇表示，
越溪乡班子新成员多，但具有非常
强的攻坚意识、创新意识和“铁
军”精神，精诚团结，主动担当，
勇挑重担，克服了一系列历史遗留
难题，各项工作得到有序推进。就
下一步工作，杨勇强调，一是要强
化机遇意识，全力以赴推动全域旅
游开发。当前，越溪乡最大的发展
机遇就是市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对王干山区域的开发建设，要紧紧
抓住这个机遇，推动全域旅游开
发；同时，也要抓住职教小镇建设
这个机遇，结合小城镇环境整治，
打造有越溪特色的新型小城镇。二
是要强化招商意识，全力以赴推动
龙头项目引进落地。一个地区要发
展，关键还是要引进项目，尤其是

龙头项目。除了王干山这个旅游龙
头项目外，也要加大其他方面的招
商引资力度，争取引进更多龙头项
目，同时也要加快各项配套设施的
建设，确保项目顺利落地。三是要
强化改革意识，全力以赴推进体制
机制创新。首先是观念上要创新，
我们的思路理念观念要走在前列，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大胆去闯，
大胆去试；其次是体制机制上要创
新，特别是旅游开发的体制机制创
新，积极引进社会资本参与旅游开
发，把旅游项目做大做强。同时，
基层治理的体制机制也要创新，建
立长效化、常态化的先进基层治理
模式，推动越溪经济社会和谐稳定
发展。

“娘子军”助力
治水护水

爱心妈妈李海丹荣膺 7 月“浙江好人”
献血，至今已献全血 4000 余毫升。6
年前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资料库”，成为了一名造血干细胞捐
献志愿者。2016 年 12 月得知自己
造血干细胞低配成功，她制定了详
细的营养套餐和身体调理计划，为
成功捐髓救人做了充分的准备。今
年 5 月 19 日，李海丹赴杭州实施捐

本报讯 （记者 章莉 通讯
员 周如歆） 7 月 15 日，浙江省文
明办月度“浙江好人榜”揭晓。今年
5 月捐献造血干细胞，成功挽救 7 岁
青岛女童生命的李海丹成为“助人
为乐”的
“浙江好人”
。
李海丹是一市镇专职妇联副主
席和计生专干，从大学便开始志愿

献，成为我县第 6 名、宁波市第 64 名
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也是宁海
首位机关事业单位捐献者。
捐献时，由于李海丹血管偏细，
不能同时负担抽取造血干细胞与剩
余血液回流。为了争取时间，
她坚持
侧着脖子，直着手臂一动不动保持 3
小时，
以颈静脉采血的特殊方式顺利

完成154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的采
集。随后，
在众多爱心人士的帮助下，
干细胞混悬液以最快的速度送抵青
岛，
为小女孩重获新生赢得了宝贵的
时间。李海丹正是用自己的大爱行
动，
传递了生的希望，
践行着助人为乐
的真谛。

梅林凤潭试水
“村民代表票决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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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轮子，就是两项要抓紧
开工的民生工程，从项目出发保民
生，以民生为基搞建设。”联村干部
吴剑斌介绍说，村民代表的“票决
制”，让“决策见阳光”，也从根本上
保障了村民参与民生工程实施的管
理与监督权利。

“百姓事马上办·民生热线”预告
对 话 时 间 ：7 月 20 日 上 午 9∶0011∶00
对话单位：县市场监管局
对话内容：市场管理，公共食品、药
品安全等
参与方式：
（1）拨 打 热 线 电 话
65510000 咨询；
（2）登录宁海新闻网文峰论坛在线

周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周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

村的“票决制”有一套“三子”工作
法。第一步由村党支部、村民委员
会、村董事会三会“定调子”，确定这
一年或这一届村主要发展项目。第
二步在党员大会上“列步子”，即明
确要实施的民生项目。第三步村民
代表“选轮子”，即选出最需要抓紧
实施的项目，票数未过半则落选。

秉承工匠精神

专注精品装修

地址：庐山新村庐山巷 30 弄 2 号（时代大道科创中心旁）
咨询热线：0574-65519191

我县召开重大项目“清障提速”
百日攻坚行动总结提升大会
本 报讯 （记 者 方 景 霞）
昨日上午，我县召开重大项目
“清障提速”百日攻坚行动总结提
升大会。县委副书记、县长林坚
在会上强调，总结不等于结束，
各地各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继
续保持大干快干的攻坚激情，持
续发扬苦干实干的攻坚作风，以
项目大攻坚为宁海加快追赶跨
越、美丽崛起，早日跻身全国强
县第一方阵奠定坚实基础。县委
常委、常务副县长王军海，副县
长王鸿飞、范建军、王辅橡、陆
朝晖、沈纾丹出席会议。
会前，林坚等现场踏看了金
水西路、会展中心南地块、越溪
亭港工业小区 （三期） 和长街元
昌小区周边地块，实地调研项
目，围绕项目推进难点、卡点进
行现场办公。据悉，今年上半
年，我县重大项目“清障提速”
百日攻坚行动取得了阶段性成
果，564 个攻坚环节 497 个全面完
成，完成率 88.1%；47 个应开工项
目 45 个 开 工 ， 开 工 目 标 完 成 率
95.7%。此外，得力小镇智能生活
区项目提前 2 个月开工建设，徐
霞客大道西延与老甬临线打通断
头路、飞轿造漆厂搬迁、蓝色慧

谷苗木迁移等一批老大难问题也
取得了实质性突破。
林坚强调，总结不等于结
束，必须进一步打好攻坚之战。
各地各部门要善于总结提升好做
法、好经验，持续加大攻坚力
度，做到逐月滚动、逐月亮灯、
逐月推进、逐月考核，以实际行
动推进落后项目赶上进度。成绩
不等于成效，必须进一步强化攻
坚之势。要常抓不懈，保持住好
态势、好气势，认真排摸潜在问
题，尽早开工未开工建设的项
目，确保项目按时顺利推进。理
解不等于理由，必须进一步创新
攻坚之策。针对制约项目推进的
困难，要干字当头，多动脑筋、
多想办法，攻坚破难，做到政策
处理更加有力、资金保障更加创
新、审批报批更加快捷、规划调
整更加到位。在干不等于实干，
必须进一步体现攻坚之效。要讲
效率效果，靠督查考核，对县政
府整理安排的 177 个破难攻坚重
点事项逐一落实、逐一分解，挂
图作战、对账销号，该牵头的牵
头、该配合的配合、该协调的协
调，形成无缝对接的责任链条，
确保项目高效推进。

本报讯 （记者 章莉） 昨
日，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总工
会主席王兴兵带领县总工会工作
人员前往宁海职工之家工程现场，
深入走访慰问奋战在重点工程一
线的劳动者，并送上防暑降温用
品。
在施工现场，王兴兵一行向工
程负责人详细了解工程进度和建
设情况，对工程的顺利推进表示肯
定。王兴兵一行将西瓜、牛奶、夏
令用品等慰问品一一送到建设者

手中，并嘱咐一线劳动者在高温作
业时要注意防暑降温和人身安全。
据悉，6 月至 8 月，县总工会在
全县开展以送清凉、送安全、送健
康、强意识“三送一强”为主要内容
的防暑降温和高温期间劳动保护
工作集中行动。要求各级工会组
织充分认识高温期间劳动保护和
防暑降温工作的重要性，按照以人
为本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切实
保障职工在高温作业过程中的安
全与健康。

2017 年度“高技能人才”素质提升班开班

村级实事工程村民说了算

村民代表说。
凤潭村位于梅林街道北面，村
庄整体建设稍显落后。此次村民代
表大会就是要决定接下去需要实施
的村级民生实事工程。
《代表票决
表》罗列了 7 项工程的基本信息，村
民代表需在同意实施项目后画圈。
经过现场统计，7 个项目中有 1 项由
于得票数没有过半落选，抓紧实施
的是旧村改造工程和旧村道路硬化
工程。
村务决策由“暗”到“明”，由村
干部说了算到由村民说了算，好处
在哪？村党支部书记林永盛说：
“村
民代表自主决定这个项目要不要打
钩或者打叉，一方面可以让统计结
果更加量化，另一方面可以减少投
票时的顾虑，大大提高了村民代表
的参与积极性。
”
为了让票决制落到实处，凤潭

打好攻坚之战 加快追赶跨越

县领导走访慰问高温下重点工程劳动者

7 月 14 日上午，桥头胡街道妇联、
治水办组织新当选的村 （社区） 妇联主
席及妇女干部 30 余人来到槐路河，开
展以“剿劣治水攻坚战 巾帼铁军在行
动”为主题的治水实践活动。妇女们顶
着烈日清理河底淤泥近 4 吨，为剿灭Ⅴ
类水，治理水环境贡献自己的力量。
（记者 李江林
通讯员 胡一宁 摄）

本 报 讯 （见 习 记 者 金 一
恒 通讯员 胡余灶） 在近日举
行的村民代表大会上，梅林街道凤
潭村 28 名村民代表人手一份《年度
民生实事工程代表票决表》，以无记
名形式决策和评议 7 个候选项目。
在探索实施村级民生实事工程“村
民代表票决制”上，该村迈出了实质
性一步。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迅速发展，
居民民主法治意识、权利意识普遍
增强，参与基层民主自治的要求越
来越高。
“以前书记说什么就直接举
手通过，而今天的‘票决制’不仅新
鲜，而且让我们觉得更民主。”一位

今日四版

跟帖提问；
（3）关注百姓事马上办微信、宁海
发布微信、宁海新闻
网微信参与互动；
（4）微信用户也
可以直接扫描二维
码进入微社区提问
（二维码如右）。

A.O.史密斯空气能
A.O.
史密斯空气能
宁 海 红 枫 楼 宇
地址：
堤树五金市场 3111-3113 号

电话：
65514141

宁海高技能人才勇逐“工匠梦”
本 报讯 （记 者 章 莉 通
讯员 王頔） 近日，由县总工
会委托宁波市总工会五一学校举
办的 2017 年度“高技能人才”素
质提升班在宁波开班。35 名来自
全县各行各业的港城工匠、缑城
工匠、县级以上劳模、首席工
人、技师协会成员及企业技术骨
干参加了此次培训。县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县总工会主席王兴兵
出席开班仪式。
培训班特别邀请了宁波市委
党校经济学部主任、教授宓红，
宁波经济信息化委员会调研处副
处长罗丽以及宁波市营销管理职
业培训学校校长、高级培训师郝
媛，分别为学员们带来了题为

《国内国际形势 （经济）》、《2025
中国制造》 以及 《国学与智慧》
等课程。理论课后，学员们一行
参观了中银电池有限公司的智能
生产线及傅祥方技能大师工作室。
近年来，我县充分发挥各级
技能人才培训基地作用，大力弘
扬“工匠精神”，积极对接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对职业技工教育的要
求，主动对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
业模式，深化校企合作，优化学
科专业，大力培育一批有实力、
有本事、有担当的“缑城工匠”，
主动服务全县“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服务“三引一促”，为我
县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高技能人
才支持。

145 家“小升规”企业社保缴费比例临时性下浮

全县社会保险费减征221万余元
本报讯 （记者 方景霞 通
讯员 陈瑛芝） 记者昨日从有关
部门获悉，我县 2017 年度新上规
模小微企业临时性下浮社会保险
费工作顺利完成，全县社会保险费
减征金额达 221 万余元。
为激发广大小微企业上规升
级的积极性，进一步促进我县小微
企业创业创新发展，根据省市相关
文件精神，我县对“小升规”企业基
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允许其

首次上规模后 3 年内单位缴费比例
实行临时性下浮。今年 6 月，我县
对符合条件的 145 家
“小升规”
企业
的 2017 年 6 月期养老保险、医疗保
险单位缴费部分进行临时性下浮，
企业职工仍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
费，
个人缴费部分不予减征。目前，
该项工作已顺利完成，全县社会保
险费减征金额达 221 万余元，其中
涉及基本养老保险 137 万余元，基
本医疗保险 84 万余元。

体育彩票，
今天你买了吗
中国体育彩票
中国体育彩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