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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车旅行不再是浪漫而又
奢侈，随心所欲，驾驶自由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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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潘 旭 婷
彭沐阳 通讯员 吴立高 王雯
竹） 连日来，大佳何镇、强蛟
镇、深甽镇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结合
乡镇工作实际，提出具体要求，
把学习、宣传、贯彻好党的十九
大精神贯穿于乡镇各项工作，为
群众的幸福生活再添动力。

大佳何镇召开中心组理论学

习会，专题学习十九大精神。同
时，把十九大精神作为贯穿各项
工作的行动纲领，按照“破难攻
坚，奋战 60 天”的要求，对在

“红绿灯”之间徘徊的工作指标，
重点关注，查漏补缺；打响项目
建设攻坚战，对镇内重点工程、
创新项目，按计划抓进度；积极
完善落实各项创建工作，将学习
十九大精神的成果体现到全年各

项工作任务的完成效果上来。
强蛟镇召开党委中心组理论学

习会，专题部署学习十九大精神。
会上，全体班子成员分别结合各自
工作进行交流，并确定全镇县管干
部宣讲联系点及具体安排。会议还
讨论研究了“九村百宿全景”工程
推进执行方案，初步形成 2018年
量化指标化建设进度及各村具体要
求。此外，还确定了工业发展、线
上常规工作和重大项目推进冲刺作
为下阶段工作重点。

深甽镇组织召开全体机关干
部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大精

神。下一步，该镇将围绕“创建
国家 5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旅游
度假区，打造省级森林温泉小
镇”三大目标，全力打好森林
牌、温泉牌、运动牌和乡愁牌，
强化平台、项目、文化、投资和
队伍等五项支撑，加快推进燕山
君澜温泉度假酒店、宁海安岚温
泉度假中心、温泉文化艺术村、
大庄乡根小镇、中国（宁海）乡
愁文化体验带等项目建设，着力
构建“生态宜居、全域旅游、宜
业富裕、幸福美丽、和谐安康”
的新深甽。

把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化作后续发展原动力
北部乡镇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本报讯 （记 者 彭 沐 阳
颜燕燕） 近日，桑洲镇为解决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大型工程推
进缓慢的难题，重点对“污水管
道铺设”、“三线下地”、“农村公
路改造”等涉及道路改造、镇貌
改观项目工程进行归类，按照

“统一时间、统一施工、统一设
计”的标准进行了科学规划。这
是我县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奋力
冲刺年底考核的一个缩影。

今年初开始，我县积极贯彻
省两个“百日攻坚”的要求，聚

力开展以环境卫生整治、“道乱
占”“车乱开”为主要内容的整治
行动。截至目前，全县已提升改
造道路 26.63公里，完成“三线下
地”21.66 公里和沿街立面整治
23.77公里。

推行住乡规划师、集镇大物业
管理、项目建设EPC模式等。在
攻坚正酣的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行
动中，越溪乡立足长远，在整治工
作中探索出了一系列新做法。据了
解，越溪乡于今年年初首次将EPC
模式植入项目建设中，同时采用

“住乡规划师”的做法，聘请上海
千年城市规划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
司3位规划师进村驻点督查，一旦
施工存在问题，规划师即查即改设
计方案，并邀请第三方跟踪审计，
开展计量计价核查，从而落实对

EPC项目的监管，确保工程质量。
同时，在集镇范围内大胆推广基层
治理社会化服务模式，即将集镇范
围（2.5平方公里）内的服务项目
如环境卫生保洁、市政维护、园林
绿化、市场监管、交通协调、乡容
乡貌、社区服务等统一打包并公开
招标，最后交由宁波亚太物业管理
公司进行管理落实。

立体打造、开发山水资源、
挖潜闲置空地。作为宁海县城的
后花园，梅林街道在小城镇环境
综合整治中，深入开发山水资
源，同步打造了 7000平方米的望
梅公园、3平方公里的空山山地公
园。同时，开展镇区“地上、地
面、地下”立体化综合改造：围
绕“地上”核心区块提升工程，
加快建设邻里中心、优化商贸服

务，完善城市配套功能，预计今
年新建排屋 44幢，高楼 6幢；针
对“地面”挖潜闲置空地，全年
新增停车位 650个；利用“地下”
空间加快污水管道铺设，配合 11
个生活污水处理项目，日均可减
少污水排放 1200 余吨。未来一
年，随着梅林村核心区块的改
造，街道镇区将迎来全新面
貌。

目前，我县各个乡镇 （街
道）的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都在全面发力中，其中，作为首
批达标创建的越溪、桑洲、梅
林、胡陈、一市、茶院更是铆足
了劲，奋力冲刺，迎接年终的小
城镇环境综合整治验收工作。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
截至目前，已提升改造道路26公里，完成“三线下地”21公里和沿街立面整治23公里

昨日上午，宁波海静食品有限公
司的员工将一筐筐柑橘倒在筛选机上
筛选。时下正是柑橘丰收季节，近日
来，我县海静食品、卡依之食品等企
业开足马力进行柑橘加工，累计每天
加工200吨左右。目前，每公斤柑橘
收购价在2元左右，比去年略有上
升。
（记者 李江林

通讯员 葛家彤 摄）

柑橘丰收
企业开足马力

建设建设““三美三美””宁海宁海 争做美丽示范争做美丽示范

小城镇整治杯好稿竞赛小城镇整治杯好稿竞赛

本报讯 （记者 胡琦） 昨
日上午，县委副书记李贵军前往
跃龙街道走访社区工作，并在街
道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

李贵军走访车河、园丁社区
了解党建、社会管理等工作，并要
求社区贯彻落实好党的十九大精
神，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全面
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在街道举行
的宣讲会上，李贵军结合街道干
部群众的生产生活实际，深入浅
出地对党的十九大精神进行了阐
释，强调街道干部要重点把握“五
个聚焦”，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
好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

李贵军着重从新农村建设和
社会治理两个方面切入，与街道
干部分享了学习心得。从十九大
报告中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出发，他结合宁海农村实际，
阐述了要通过补齐美丽乡村短
板，夯实美丽乡村基础，彰显美丽
乡村特色，来促进农村全面发展
和繁荣，让农村居民同步实现小

康。跃龙有城市、农村、城乡接合
部多种区域实际，街道要着重加
强城乡接合部环境建设，有效推
进街道面貌进一步提升。并要帮
助各村梳理打造好项目，发挥村
级主体和农民主体的作用，为村
庄建立持续有效的集体经济造血
机制。对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打
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
局”，李贵军结合宁海实际，指出
要重点做好全力维护社会稳定、
扎实推进平安建设、强化社会治
理创新、积极锻造平安铁军队伍
四方面工作。要探索“全链条”机
制，以点带面推进“大平安”建设，
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
设，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提高群防
群治能力，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
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最后，
李贵军要求街道干部要把学习宣
传贯彻十九大精神，与地方村情
民情及工作实际结合起来，为宁
海加快追赶跨越、美丽崛起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县领导到跃龙街道宣讲十九大精神

本报讯 （记者 章莉） 昨
日上午，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柳
正维带领县人大财经专委会成
员、县人大常委会财经工委成员、
部分县人大代表,检查我县困难
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
理补贴项目中期绩效评价发现问
题的整改落实情况。

柳正维一行实地视察了县残
疾人康复中心，并举行座谈会，听
取县残联整改落实工作情况汇
报。据悉，截至目前，我县共完成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发放人数
8234人，发放补助金额1410.99万
元；完成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发
放人数 6952 人，发放补助金额
2203.57万元。

代表们认为，针对中期绩效
评价报告指出的问题，县残联进
行了认真的整改落实，规范了残
疾人评定工作程序，并根据残疾
人“两项补贴”文件要求，对已享

受“两项补贴”的对象进行定期复
核，努力做到应补尽补，应退尽
退。大家对县残联的整改落实工
作表示肯定。

就进一步做好残疾人“两项
补贴”工作，代表们建议，相关部
门要切实转变观念，积极推进部
门信息共享。同时，要健全部门
间的联动合作机制、鉴定评定的
相互监督制约机制和动态有序的
进退机制，使“两项补贴”的发放
做到公平、合理、公正，把关乎残
疾人民生的惠民工程做实、做
细。代表们认为，经过几年的探
索实践，我县的财政专项资金绩
效评价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部
门绩效理念明显增强。下阶段，
其他项目部门也要对照中期绩效
评价报告，抓好整改落实，确保财
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这项工作取
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县人大常委会检查县残联
“两项补贴”工作

本报讯 (记者 曹维燕) 昨
日下午，我县召开市级考核指标
落实情况分析会，了解掌握各个
重点责任部门的工作开展情况，
查漏补缺，强化落实，确保实现

“保位争先”的目标。县委副书记
李贵军，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王军海出席会议。

市级考核工作是市委、市政
府对县委、县政府一年来工作的

全面评估，考核结果将直接影响
宁海在全市的地位和形象。去
年，在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
和全县各地各部门的共同努力
下，我县市级考核工作取得了全
市第二的好成绩。据悉，今年我
县大部分责任部门都按照考核内
容完成了考核任务，但也存在部
分指标与目标任务有差距的问
题。

在听取有关责任部门的汇报
后，李贵军表示，2016年我县在
全市目标管理考核中取得了突
破，而今年各县市区之间的竞争
会更加激烈，可以说前有标兵，
后有追兵，压力非常大。各责任
单位要认清形势，自我加压，在
考核工作的攻坚阶段，必须要争
分夺秒，抓紧抓好；要明确重
点，抓牢关键，进一步明确责

任，抢进度、抓重点、破难点、
查漏洞、重对接，确保把工作抓
到位；要密切配合，齐抓共管，
各部门一定要加强联系，互相配
合，形成工作合力，不断夯实目
标管理考核工作基础。李贵军强
调，全县上下要统一思想、突出
重点、查漏补缺、鼓足干劲，化
压力为动力，确保圆满完成全年
考核任务。

我县召开市级考核指标落实情况分析会

本报讯 （见习记者 金一
恒） 昨日上午，县人大常委会
党组书记、主任徐真民来到梅林
街道五松村，开展党的十九大精
神宣讲活动。他强调，广大农村
党员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作为当前及今后一个
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村班子成
员要带头学，所有党员干部要主
动学、反复学、深入学，带动周围
群众学，深刻把握党的十九大提
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提
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理念，全力抓好民生事业，为群
众办实事办好事。

徐真民在宣讲中，全面详细
地介绍了党的十九大的基本概
况、理论成果、目标任务。他指
出，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
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习
近平总书记所作的报告，展示了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理论成果、实践成果、创新成
果，激励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
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坚定信心，是我们党迈进新
时代、开启新征程、续写新篇章
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徐真民强调，党中央提出的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
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
力。农村党员要牢记党的初心
和使命，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密切
联系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始终把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作
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指导村庄建设和发展，改善村庄
面貌，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每一个党支部，每
一位党员，都要发挥好先锋模范
作用，树立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良
好形象。

宣讲中，徐真民还密切联系
实际，与村班子成员和党员代表
就村庄各项事业发展进行了座
谈交流，提出了具体要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徐真民赴基层宣讲十九大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