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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GHAI TODAY

本报讯 （记者 娄伟杰）
8月 14日至 15日，县委书记杨勇，
县委副书记、县长林坚率我县党政
代表团赴鄞州区、慈溪市和湖州市
安吉县等地学习考察，重点学习美
丽乡村建设、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城市建设和楼宇经济等方面的
先进经验和做法，推动我县各项工
作实现新发展。

在市委常委、鄞州区委书记胡
军的陪同下，我县党政代表团一行
首先来到下应街道湾底村，参观了
湾底村党群服务中心和天宫庄园，
听取了关于湾底村基层党建工作特
色亮点和工作成果介绍。湾底村产
村融合，走出了一条“以工哺
农”、农旅结合的新型乡村发展之
路。代表团成员一致认为，湾底村
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样板，要
深入学习湾底村的典型好做法，更
好地推动我县美丽乡村建设。在南
部商务区，代表团一行观看了宣传
片，并听取了园区建设、运营情况
介绍。南部商务区经过近七年的建
设发展，已经形成以总部经济、国
际贸易、文化创意、服务外包等为
引领集聚的产业发展方向，凭借特
有的优势资源，吸引了大量企业总

部集群布局，是浙江省现代服务业
集聚示范区，“国字号”的宁波广
告产业园也坐落于此。杨勇表示，
近年来，鄞州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在省市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目
前，鄞州的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
业不断转型升级，引进的项目体量
大、业态新、层次高，并且在土地
集约利用、整体规划发展上积累了
许多好的经验，值得学习借鉴。

随后，我县党政代表团一行又
马不停蹄地赶到湖州市安吉县，考
察“两山”理论发源地、美丽乡村
建设。湖州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
蔡旭昶，安吉县委副书记、县长陈
永华，县政协副主席梁霜参加。

代表团一行先后实地考察了天
荒坪镇余村和灵峰街道横山坞村蔓
塘里自然村。2005年8月15日，时
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到余村视察
后，充分肯定了余村走绿色发展之
路的做法，并在余村首次提出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
论述。十余年来，余村致力于把绿
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带领村民
集中精力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发展
休闲旅游经济，村庄面貌焕然一
新，村民收入不断提高。代表团一

行在余村观看了习总书记关于“两
山”重要思想讲话的珍贵视频资
料，并参观了该村文化礼堂，详细
了解该村从矿山经济转变为绿色经
济的“涅槃”过程。杨勇指出，安
吉生态环境良好，发展理念先进，
产业兴旺、城乡秀美、发展迅猛，
在美丽乡村建设与经营方面取得了
显著成效，经验做法值得学习。

在慈溪市，我县党政代表团一
行实地考察了海通食品集团，了解
该市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情
况。海通食品集团是一家以果蔬加
工为主业，年生产能力超过10万吨
的大型农产品加工企业，为推动慈
溪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民增
收致富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随后举行的交流会上，慈溪
市委书记高庆丰介绍了该市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情况。他表
示，慈溪农业产业化水平、规模化
程度都比较高，市场主体也比较
强，体制机制比较灵活，在全国创
造了土地流转的“慈溪探索”、家
庭农场的“慈溪范本”、现代农业
发展的“慈溪模式”，走出了一条

“生产基地园区化、法人主体合作
化、产业功能多元化、全程服务社

会化、产品安全优质化”的“五化
联动”发展新路子。希望两地加强
交流，不断深化两地关系，推动两
地共同发展。

杨勇说，慈溪作为全国百强县
的龙头，是宁海县委县政府学习的
榜样。这次宁海党政代表团来慈溪
专题学习三农工作的先进经验，特
别是农业现代化方面的先进做法和
经验，宁海也要在整合“一场三
涂”的基础上，争取打造宁波市第
二个国家级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就
下一步两地之间的交流合作，杨勇
建议，要进一步强化慈溪对宁海的
战略带动。慈溪在“一带一路”和

“大湾区”建设上取得了不菲成
绩，从全省来说，杭州湾是龙头，
带动宁海主动接轨“一带一路”和

“大湾区”建设。要进一步强化两
地之间的工作联动。无论从经济建
设、社会建设，还是精神文明建
设，慈溪和宁海都可加强工作联
动，多给宁海传经送宝。要进一步
强化两地人员之间的互动。不光是
党政代表层面，包括干部、群众层
面也要加强互动、交流，推动两地
共同发展。

我县党政代表团赴
鄞州安吉慈溪等地学习考察

立体车位缓解
医院停车难

昨日上午，县妇保院全自动智能
立体停车系统正在运行中。为缓解停
车难，县妇保院投资350万元，将原
有平面车位改造为立体式全自动智能
停车场，使医院的车位从原先的318
个增加到496个，车主可凭车牌密码
方式取车，操作方便简单，目前立体
车位已全部投入使用。

（记者 李江林
通讯员 王珍珍 夏亚萍 摄）

本 报 讯 （ 记 者 潘 璐
璐） 近日，桃源街道 200多家企
业的负责人手拿一沓资料，喜滋滋
地走出“最多跑一次”培训教室，他
们说：“这就是真正的惠民工程，让
企业办事的时间成本大大减少。”
原来，街道干部在排摸中发现，大
部分企业办证时都存在办证多、资
料杂、流程慢等问题，因此，街道积
极响应“最多跑一次”改革，面向辖
区企业开办了培训班。

会场里，600多位企业代表聚集
一堂，学习企业办证网上申报流程、
政务网账号注册、企业数字证书认
定等操作方法。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这是街道第一次面向企业举办

“最多跑一次”培训，就是为了让企

业知道有这项改革，并且教会他们
如何操作实现网上一站式办理，让
大家少跑腿、不跑腿。“借此机会，我
们还收齐了参加培训企业的多项资
料，打算培训后去一趟县审管办，把
该注册、该登记的项目一次性弄好
送回企业，这也是桃源街道向‘服务
型政府’靠近的做法。”工作人员
说。为了方便企业尽快熟悉流程，
街道与企业代表建立了微信群，将
各类操作流程发布在公告里，有任
何问题都能第一时间为他们解决。
后期，街道还会持续跟进企业“最多
跑一次”实施情况，依据实际情况再
办培训或上门服务，手把手教会他
们“一键操作”，把改革的“金钥匙”
递到企业手中。

桃源200余企业手拿“金钥匙”
开启“最多跑一次”

本报讯 （记者 曹维燕 通
讯员 王婷婷 钱思菲） “河长
制”是治水工作中的一项举措，如
今“河长制”正在向海洋延伸。据
省相关文件精神，我县将全面推行

“滩长制”。
据悉，滩长的主要任务包括全

面取缔海滩违禁渔具、“三无”渔
船，加强入海排污口和农药清滩行
为监管，加强非法占用海滩，非法
造、修、拆船舶监管，加强岸线管理
和整治修复，努力实现沿海滩涂基
本不见地笼网和滩涂串网等违禁
渔具，入海排污口稳定达标排放，
非法造、修、拆船舶，农药清滩，“三
无”渔船停泊等现象基本消除。到
2020年，海滩（岸线）乱占、乱用、乱

排等现象要全面杜绝，浙江自然岸
线保有率全面达标。

为实现“滩长制”全覆盖，县海
洋渔业局联合沿海乡镇（街道）按
照建立“一滩一档”的要求，落实专
门人员，扎实开展海滩调查和档案
建立相关工作。此次调查的范围
为全县所有海滩，重点调查海滩长
度（即海岸线长度）超过100米的海
滩，包括海滩使用、海岸线现状、排
污口设置、禁用渔具等情况；查清
跨乡镇、街道海滩的分界位置、境
内长度等基本情况。截至目前，我
县已以村为单位调查海滩58个，下
阶段将安排专业测量人员开展经
纬度勘测，为推进和规范“滩长制”
打好基础。

我县推行“滩长制”
开启护海新模式

记者 赵燕

七年前，“闯天下·爱家乡——
天南海北宁海人”新闻采访团采访
的第一站就是珠三角地区，七年后，
为进一步加强与在外宁海籍人士的
联系、沟通，宣传和弘扬在外宁海籍
人士创业创新、转型发展的先进典
型，县委宣传部再次组织大型新闻
采访团走进珠三角，先后实地走访
了广州、深圳、中山、东莞、佛山等
地，对宁海籍创业先进典型进行采
访，希望他们的创业精神和创新理
念，能为宁海确立的“实业强县不动

摇、绿色发展当标兵”这个经济发展
的新目标新定位提供经验借鉴。

如果说七年前，我们采访的多
数企业家还是以模具、压铸、家具
等行业为主，他们的创业经历也有
诸多相似之处，那么七年后，随着
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的“不合时
宜”，宁海人在珠三角也实现了从

“创业”到“创新”的华丽转型，开始
涉足更多的领域，金融、投资、科创
……有的企业已经由当初的幼苗
成长为行业内的参天“大树”，继续
书写着春天的故事，在珠三角留下
了鲜明的宁海印记。

在珠三角的五天时间内，我们
马不停蹄奔波于五城之间，共采访
了9家企业，听着他们各自跌宕起
伏的创业故事。虽然每个人的创
业经历不同，各有各的艰辛和精
彩，但如果抛开故事本身，他们都

有一个共同的法宝，那就是靠着一
个“敢”字，敢想敢干，敢为天下
先。正是这种精神持续激励着宁
海人在全国各地的创业创新。

他们当中有打破常规，在国有
企业做得风生水起的时候毅然下
海的俞照东，有46岁才创业驰骋女
装市场几十年的传奇女子陈灵梅，
如今，她创造的赢家服饰已成为国
内外叫得响的大品牌。虽已71岁

“高龄”，但言行依然雷厉风行，看
不出丝毫疲态。讲起企业正在实
施的 4.0 版智能制造，神态宛如少
女般的傲骄。还有草根一枚，单凭
一门模具手艺闯佛山的后生叶杰
飞，“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
他，历经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把企业
做得稍有规模时，就在管理上改革
创新，拿出公司赢利和员工一起共
享企业发展成果。

在采访过程中，令记者印象最
深的却不是他们的创业历程，而是
他们以领跑者的思维不断创新、积
极整合的激情与睿智。所以，当郭
忠豪拿着遥控器给我们现场操作
灯的亮度和温度，激情满怀地表示
他不是做灯而是在做光的文章时，
当金磊投资的张飞忠自豪地向我
们展示他刚拿到的博商学院毕业
证书时，我们就知道，他们的每一
次再出发，都将是可书可写的一个
精彩样本：骨子里从不安分的他
们，在竞争激烈的珠三角市场体系
中，一直在激情满满地拼搏，变得
越来越强，路也越走越宽。

更让我们感动的是，感恩和回
报家乡已成为每一个企业家的朴
实情怀。他们感谢脚下这片激情
飞扬的创业热土，但无论业有多
大，家乡永远是他们的心之所向。

勇创天下 情系家乡

宁海新闻采访团走进珠三角系列报道之一

最多 一次·宁海新探索

勇创天下勇创天下··情系家乡情系家乡

天南海北宁海人天南海北宁海人

本报讯 （记者 娄伟杰） 8
月 14日下午，湖州市委书记陈伟
俊在湖州市行政会议中心，会见了
由县委书记杨勇，县委副书记、县
长林坚率领的我县党政代表团一
行。湖州市领导陈浩、高屹、干武
东、蔡旭昶、喻运鑫、叶理中，县领
导徐真民、尤玲娟、李贵军、叶秀
高、张伟标、应国邦参加会见。

会上，杨勇介绍了我县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他说，宁海区域面积
大，文化底蕴深，经济活力强，“十
二五”期间，平均经济增速达 8%，
财政收入平均增速达 11.7%，各项
经济指标增速位居宁波各县（市）
区前列。宁海县委县政府新一届
班子成立以后，积极响应省委、市
委的要求，提出了“六大战略”，以
早日跻身全国强县第一方阵为战
略目标，以追赶跨越为战略使命，
以“美丽崛起”为战略路径，以建设
生态名城、打造两湾明珠为战略定
位，以“五优并进”为战略举措，以
打造“勇立潮头、勇挑重担、勇争一
流”三勇铁军为战略保障，实现宁
海经济社会跨越发展。湖州是习
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重要思想诞生地，近年来坚定
不移践行“两山”重要思想，经济社
会快速发展，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
显著成绩，特别是在生态文明建设
中更是作出了积极探索、创造了宝
贵经验。宁海将认真学习这些好

经验、好做法，更好地促进宁海经
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陈伟俊对我县党政代表团来
湖州学习考察表示欢迎。他说，我
生在宁海，也成长在宁海，在宁海
工作了 13年，有很深的宁海情结，
这次能看到家乡来人，非常高兴。
近年来，湖州高举生态旗帜，坚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战
略，把生态作为主要特色，把绿色
作为主要底色，持续发展生态经
济。同时，坚持打好“太湖牌”，积
极构建“4+3+N”产业体系，推进
空、水、路、铁路立体化交通运输网
络体系建设，充分挖掘文化资源，
把好党建关，加快接轨沪杭、联通
苏皖，以创新、协调、绿色、开发、共
享发展理念引领赶超发展。陈伟
俊还表示，听了宁海经济社会发展
情况的介绍后，感到非常振奋。宁
海在历届县委县政府领导下，全县
广大干部群众艰苦创业，取得了辉
煌业绩，在宁波南三县一枝独秀，
我无比自豪。同时，宁海具有得天
独厚的区位优势，山水条件优越，
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宁海人
具有的创业创新精神，这些年的发
展实绩也证明了这方热土大有可
为。我对宁海的发展充满期待，相
信在新一届县委县政府领导下，宁
海各项工作一定会在现在的基础
上更上新台阶，同时也祝福家乡人
民幸福安康。

湖州市委书记陈伟俊
会见我县党政代表团一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