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海新闻网：www.nhnews.com.cn

中共宁海县委机关报

宁海新闻网微信 看宁海 客户端

NINGHAI TODAY

14

总第3570期 今日八版

星期三 日

新闻·民情热线：65510000

2018年2月

农历丁酉年十二月廿九
正月初四雨水

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大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地址：气象北路390号 电话：65599699

威龙玛瑟兰葡萄酒威龙玛瑟兰葡萄酒 中国体育彩票中国体育彩票中国体育彩票中国体育彩票中国体育彩票中国体育彩票中国体育彩票中国体育彩票中国体育彩票中国体育彩票中国体育彩票中国体育彩票中国体育彩票中国体育彩票中国体育彩票中国体育彩票中国体育彩票中国体育彩票中国体育彩票中国体育彩票中国体育彩票中国体育彩票中国体育彩票中国体育彩票中国体育彩票中国体育彩票中国体育彩票中国体育彩票中国体育彩票中国体育彩票中国体育彩票

体育彩票，今天你买了吗

www.nhkx.gov.cn

弘扬科学精神 普及科学知识
传播科学思想 倡导科学方法

本报讯 （记者 曹维燕 通
讯员 林丹晨） 昨日，记者从县
水利局获悉，《宁海县节水型社会
建设工作方案》获县政府批复，这
标志着节水型社会建设从“纸上谈
兵”正式进入实施阶段，预计到
2020年，可初步完成节水型社会建
设。

我县虽地处江南水乡，多年平

均降水量为1630.6毫米，水资源总
量充足。但随着人口的增加及产
业结构的变化，人为性缺水日益显
现。全县总用水量1.88亿立方米，
比上年增加 0.96%，其中农业用水
0.88亿立方米，占 47%；工业用水
量 0.30亿立方米，占 16%；生活用
水量0.54亿立方米，占29%。

全面启动节水型社会创建工

作，把节水作为治水工作的关键环
节。以强化落实各项水资源管理
与节水管理制度为核心，以建设节
水型载体为重点，在管理和制度建
设、农业节水、工业节水、生活和城
镇公共节水、节水型载体创建、非
常规水利用以及水资源管理信息
化建设等七大重点领域，建立起节
约用水、科学用水、合理用水的长

效机制，形成政府主导、市场引导、
多方参与的节水型社会基本框
架。预计到 2020年，全县用水总
量控制指标在 1.9亿立方米，工业
和生活用水量控制指标在 0.93亿
立方米，万元GDP用水量下降率
达到22％，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下降率达到15％，农田灌溉水有效
利用系数达到0.63。

我县全面启动节水型社会创建工作

本报讯 （记者 曹维燕 通
讯员 郭小静） 昨日，记者从县
海洋与渔业局获悉，在浙江省海洋
与渔业工作会议上，该局荣获2017
年度海洋与渔业工作先进单位称
号。

近年来，县海洋与渔业局进一
步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配
合完成三门湾现代渔业、农业园区
整合和中央环保督察的迎检工作，
在“一打三整治”“平安渔业示范
县”“现代渔业发展”等方面有了
新进展，并再次获评“中国蛏子之
乡”称号。为了推进渔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该局积极创建水产健康

养殖示范场，推进渔业品牌建设，
提高渔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促进
渔业和渔民增收效益显著。在市水
产行业协会主办的 2017宁波知名
水产品品牌发布推介会上，我县的

“长街蛏子”、“蟹大人”牌青蟹、
“金秃”牌半滑舌鳎等多个水产品
品牌榜上有名，其中宁海县水产技
术推广站报送的“长街蛏子”被授
予“宁波知名水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全县海洋渔业经济发展延续
多年来的良好发展势头，据统计，
2017 年水产品总产量为 16.34 万
吨，渔业产值为 24.06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3.7%和5.3%。

县海洋与渔业局
获2017年度省先进

本报讯 （记者 周韵健）
按照中央和省委、市委统一部
署，昨日，县委常委会召开 2017
年度民主生活会。会议以中央政
治局民主生活会为标杆，紧扣认
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维护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
集中统一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对照党章
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
若干意见》《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
条例》等党内有关规定，认真开展
学习研讨，广泛听取意见建议，找
准存在的突出问题，深入进行党性
分析，严肃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切实抓好整改落实，不断增强领导
班子和领导干部发现和解决自身问
题的能力。

市委常委、公安局局长黎伟
挺参加，县委书记杨勇主持会议
并总结讲话，县领导林坚、李贵
军、王军海、叶秀高、徐震宇、
张伟标、娄黛敏、方勤、王辅橡
参加，县政协主席尤玲娟列席。

县委常委会对开好这次民主
生活会高度重视，制定会议方
案、明确会议要求。会前，深入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带头开展学习研讨，
深化思想认识、打牢思想基础；

在多种形式广泛征求意见、深入
开展谈心交心的基础上，切实查
摆自身问题，深刻分析原因，提
出整改措施，形成班子及个人对
照检查材料，为开好民主生活会
做好了充分准备。

会议通报了县委常委会 2016
年度民主生活会整改措施落实情
况和 2017年度民主生活会征求意
见情况。

杨勇代表县委常委会作对照检
查，认真查摆了县委常委会在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对
党忠诚老实、担当负责、纠正“四
风”、执行廉洁自律准则等方面存
在的问题，并就抓好理论武装、密
切联系群众、矢志革新求进、全面
从严治党等方面明确了今后努力方
向和改进措施。

县委常委紧扣民主生活会主
题，把思想摆进去，把职责摆进
去，把工作摆进去，进行了严肃
深刻的自我检查、自我批评。大
家查摆问题不遮不掩、见人见
事，整改措施方向明确、务实具
体，相互批评真刀真枪、红脸出
汗，经历了一次深刻的党性教
育，接受了一次触及灵魂的思想
洗礼。

杨勇在总结讲话中指出，此

次民主生活会，我们坚持高标
准、严要求，敢于揭短亮丑、动
真碰硬，查摆问题具体深入，剖
析根源不遮不掩，相互批评开诚
布公，整改措施务实明确，体现
了对事业、对组织、对自己、对
同志高度负责的精神。通过民主
生活会，班子成员受到了一次严
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锻炼，进
一步深化了教育、优化了作风、
明确了方向，达到了统一思想、
共同提高、增进团结、促进发展
的目的。

杨勇强调，要充分运用好此
次民主生活会成果，带头自我革
命，带头从严从实，把县委常委
会班子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为
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作表
率。一要做好对党忠诚、维护核
心的表率。认真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推动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坚决维护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
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抓牢抓实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
个重大政治任务，引领党员干部
学出坚定信念、学出绝对忠诚、
学出使命担当。二要做好管党治

党、优化作风的表率。严格执行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36条办
法”，深化“一岗双责”，着力建
强各级党组织、炼强“三勇铁
军”，严肃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
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
实干担当的良好环境。三要做好
履职尽责、善作善成的表率。紧
扣党的十九大和省市各项决策部
署，围绕“革新求进提质年”一
个年、“两高五好”两大坐标、

“三步走”战略安排、“四海”要
求和“决胜三年十大行动”，抓住
突出短板，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求真务实之风、理性担当之风，
虎口夺食抢机遇、抢人才、抢项
目、抢资源、抢平台，推动宁海
发展追赶跨越不断取得新成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化“八大
优享”工程，开展“五个身边”
工程，切实担当起新时代宁海

“答卷人”的重任。四要做好直面
问题、立行立改的表率。把整改
落实作为专题民主生活会重中之
重的任务，建立整改方案和整改
清单，对号入座、对账领责，带
动形成上行下效抓整改的良好局
面。同时在抓常抓细抓长上狠下
功夫，着力抓好建章立制和制度
刚性执行，确保标本兼治、突出
实效。

县委常委会召开2017年度民主生活会
杨勇主持会议

本报讯 （记 者 金 一 恒）
昨日下午，由宁海模具协会主办、宁
波模具产业园区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承办的 2018天南海北宁海模具人
乡情交流会举办。副县长应国邦参
加。

作为“中国模具之乡”，模具产
业是我县工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
量。全县拥有模具专业制造厂家
500余家，模具技工 3万多人，年产
模具近4万套，总产值达70余亿元，
具有产业集聚高、创新能力强、生产
能力大等优势。一直以来，我县不
断完善模具产业的发展平台，先后

建设模具城和宁波模具产业园区
等，为模具行业的集聚发展提供服
务。

在交流座谈会上，县招商中心、
县经信局、县工商联、宁波南部滨海
新区负责人与县内外近 70家的模
具企业负责人共聚一堂，共叙浓浓
乡情友情，畅谈模具产业未来发展
变化，共谋模具产业发展大计。据
主办方介绍，此次活动旨在通过以
亲情乡情为媒介，增强凝聚力，为在
外创业发展的模具企业搭建服务平
台，通过以商引商，吸引回缑创业创
新，反哺家乡，实现共赢。

共叙友情乡情共叙友情乡情 共话模具发展共话模具发展

天南海北宁海模具人交流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 卓佳洋 颜
燕燕） 近日，2017年度全省小城镇
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考核验收结果公
布，我县列入此次考核验收的创建
单位一市镇、桑洲镇、茶院乡、越溪
乡、梅林街道全部达标通过。截至
目前，我县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首
批创建单位共 6个乡镇、街道已全
部通过省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考核。

自开展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行
动以来，我县围绕“三年计划两年完
成”的奋斗目标，先后开展了多项整
治攻坚行动，“车乱开”“道乱占”“摊
乱摆”等镇区“脏乱差”现象得到了明
显纠正和改善，镇区整体面貌焕然一
新，还创新推出“10+X”工程建设内

容，加大特色亮点项目建设力度。
据统计，2017年全县小城镇环

境综合整治项目达 273个，总投资
27.93亿元。截至2017年年底，共有
262个项目开工，已完成投资 18.31
亿元。各项常态长效管理机制得以
落实，如今，卫生保洁机制、城镇管
理机制、市政养护机制、路（街）长制
先后建立并在全县各地得到了较好
的完善和推广。

接下来，省镇治办还将不定期
对已通过省级考核验收的乡镇（街
道）进行回访和考评，县镇治办将牵
头各成员单位，进一步做好首批创
建单位的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全部
项目建设的收尾工作和小城镇环境
综合整治的常态化工作。

县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行动

首批创建单位全部通过考核

红红火火过大年红红火火过大年

狗年春节在即，城区农批市场里各
种过年饰品旺销，市民忙着选购春联、
大红灯笼、福字窗贴以及挂饰等春节用
品，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新春佳节，红
红火火过大年。

（记者 惠广亮 摄）

本报讯 （记者 潘璐璐 徐
欢欢 张治） 昨日，记者从县商
务局了解到，2017年我县实现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 220.3亿元，增幅
15.8%；商品销售总额 541.85亿元，
增幅24.3%，增速均居全市第一。

我县商贸经济的蓬勃发展离
不开促消费拓市场工作，培育新的

消费热点成为全县商贸业转型升
级、快速发展的重要抓手。以节促
销，借徐霞客开游节举办宁海购物
节，以“智慧消费摇一摇”等形式，
形成线上线下联动，200余家商场
总销售额达到 2.3 亿元。以展促
销，积极发动企业参与中东欧博览
会、消博会、食博会等贸易展会的

“一对一”对接洽谈会，宣传宁海企
业品牌，打开销路。

提升城市商圈品质，兼顾“质”

与“量”。积极推进市级特色夜市
街区创建，打造月光经济重点活动
和品牌活动，重点培育西子国际特
色步行街区，引导开展“最美西子”
系列活动。突出功能区分，引导各
核心商圈进行餐饮、体育、教育等
业态错位发展，鼓励其引进知名品
牌，凸显高端引领带动作用，提升
商圈品质消费。

政府部门强化电商服务，为企
业保驾护航。与淘宝、天猫等大型

电商平台合作对接，将供应链下沉
农村，建设（提升）60个农村电子商
务服务点，形成电商城乡双向流通
体系。帮助企业对接政府服务资
源，组织企业、园区申报产业基地、
载体建设、人才等方面的补助。成
立电商产教联盟，培育创新型、复
合型、综合型电商人才，并提供约
35万元资金用于电商人才培训，目
前已培训 600人次，为企业营造了
良好的商务发展环境。

我县2017年商贸经济领跑全市
社零和商品销售总额增速均居全市第一

本报讯 （记者 卓佳洋 颜
燕燕） 日前，省 2017年度小城
镇环境综合整治省级样板评选结果
出炉。我县越溪乡位列其中。

据悉，此次省级样板创建活动
于 2016年 12月开始启动，经过各
地推荐、省考核组审核、省整治办
确认，最终评选出 2017年度小城
镇环境综合整治省级样板 112个。
宁波市共有 10个乡镇（街道）入
选，其中，街道 1 个、中心镇 2
个、一般镇 5个、乡（集镇）和仍
具备集镇功能的原乡政府驻地 2
个。

自开展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活
动以来，越溪乡“项目数量之多、
施工速度之快、投资力度之大”在
同类整治乡镇中名列前茅，其中，
EPC建设模式、小城镇基层治理社
会化、“互联网+智慧管理”等多
项创新举措得到市县领导批示点赞
以及省市县多家主流媒体宣传报
道。该乡先后成功创建浙江省美丽
乡村示范乡镇、浙江省卫生乡镇、
宁波市无违建乡镇等。其一系列可
复制可推广的新做法和新模式，有
效助推了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
作，具有借鉴意义。

越溪乡成功创建全县首个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样板乡”

敬告读者

因春节放假，本报休刊五期，2月22日（正月初七）恢复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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