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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科学精神 普及科学知识
传播科学思想 倡导科学方法

乡村振兴大家谈

对话时间：今日上午9∶00-11∶00
对话单位：县房屋征收办（城中

村改造指挥部）
对话内容：房屋征收拆迁等
参与方式：
（1）拨打热线电话65510000；

（2）扫描二维码（如下），在文末
“写留言”提问；

（3）下 载 安 装
《看宁海》客户端互
动。

“百姓事马上办·民生热线”预告

革新求进 勇立潮头
六争攻坚 三年攀高

本报讯 （记 者 周 韵 健
通讯员 葛棉棉） 日前，记者
从交通系统 2018年半年度工作汇
报会上获悉，我县全力打好项目
建设攻坚战，各交通重点实事工
程得到有序推进，截至 6月底已
完成投资12.78亿元，占年度计划
的76.8%，达到时间过半、任务过
半目标。

据悉，在全省推进大通道建
设的背景下，我县一方面积极谋
划推进“2411”工程，另一方面
抓好新建、在建工程推进速度，
加快构建立体多元的大交通格

局。目前，象西线桥头胡至深甽
段改建工程全线隧道工程已全部
贯通，全线路基工程、桥梁工程
基本完工；盛宁线力洋至胡陈段
公路工程除改线部分全线路基基
本形成，桥梁下部结构完工；甬
临线杨梅岭至堤树岭改线工程
（杨梅岭段）、G228宁海西店至桃
源段公路工程、甬临线岔路桐洲
至麻岙岭一期、沈海高速宁海南
出口拓宽改造工程、城区公交场
站工程、宁海综合客运枢纽提升
工程、智慧交通二期等项目均按
年度计划推进中。积极推进四好
农村公路，美丽经济、交通走廊
等工作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另
外，行业管理方面，开通了 135
南门至新中医院快速公交，引进

宁波捷越物流落户宁海，推进省
级快递发展先进县创建等工
作。

今年以来，我县交通系统深
入贯彻落实市委“三年攀高、六
争攻坚”和县委“革新求进提质
年”要求，始终将交通重大项目
建设作为我县交通行业发展的主
旋律，挂图作战、倒排时序，加
大投资力度、加快建设速度。在
建设中，我县集中资源、集中精
力，奋力开展政策处理“菜单
式”的“清零拔钉”行动，努力
实现签约一批、征收一批、拆除
一批。将需完成的工程量细化到
每个工作日，并实行“周、月、
季”三级会议制度，督促各部门
严格按计划推进工作。始终坚守

质量安全底线，严格落实监督机
制，不断完善安全质量管理体
系，将交通工程打造成真正的民
生工程和阳光工程。

下半年，我县将继续加快推
进工程建设尤其是“2411”工程
进度，持续保持交通运输行业安
全生产零亡人事故，推进四好农
村路示范县和美丽经济交通走廊
创建，持续深化“最多跑一次”
和多项改革工作。同时，一批交
通工程将完工，为市民出行带来
便利。预计甬临线宁海梅林至山
河岭段改道工程 9月底通车，三
门湾大桥及接线工程年底通车，
38省道桥头胡至深甽段改建工程
年底完工。

上半年交通重点实事工程跑出“加速度”

本报讯 （记 者 金 一 恒）
日前发生的泰国普吉岛游船倾覆
事故引发多方关注。在千里之外
的宁海，我县一家出口救援产品的
生产厂家也为救援工作贡献了一
份力量。

记者获悉，由宁波海神救援设
备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款救生艇，作
为船上配品，在救援当天发挥了重
要作用。该款救生艇不同于常见
的船型，是一款两面可用的环形救
生艇，每艘艇荷载约50人。公司技
术总监赵斌告诉记者，这款救生艇

的优点就在仅需一分钟便可充胀
成型。

“这样的产品，在险情发生以
后，能第一时间创造出良好的营救
条件，为营救赢得时间。”赵斌说。
据了解，在此次倾船事件救援过程
中，这款救生艇大大提高了救援的
效率，营救了70余名中国游客。

目前，这款双面救生艇在泰
国普吉岛区域的游船上投放了近
三百只。公司总经理叶南麟介绍
说，企业在看到事故新闻以后，
就安排车间加班加点，针对同类
型号产品积极备货，应对可能到
来的救援需要，未来也将安装到
更多的船上为游客生命安全提供
保障。

一分钟充胀成型

宁海产救生艇参与普吉岛海上救援

全媒聚焦

本报记者

拿出最硬作风最实举措最大
努力狠抓城乡争优，是 7月 8日下
午县委书记杨勇随机暗访调研城
乡环境整治时提出的要求。7月10
日，记者走访了杨勇书记“问诊”过
的新桥路及周边区域，发现车辆违
停和占道经营现象仍存在，给过往
车辆和行人添了不少堵。

当天下午 4点，记者来到新桥
路。该路段位于华庭家园西侧，
为双向两车道，东面划有停车
位。记者发现，该路段西面人行
道大部分被违停车辆占据，行人
无法通过，只能绕道走机动车
道。附近的居民告诉记者，由于
紧挨菜场和华庭家园，不少人下
班都会将车停在新桥路去买菜，
路面车位不够，人行道就成了大
家的“停车库”。记者观察发现，
人行道没位置了，有的车主直接
将车停在了机动车道上，本就不

大的路面瞬间堵了起来。另外，
菜场附近仍存在占道经营现象，
卖凉面、烤土豆等小食的小摊小
贩时有遇见。

随后，记者又来到位于上桥
村的兴工西二路，只见加油站北
侧的路面被轿车和卡车占据，一
些车辆甚至停在了巷子出口正
中，导致居民无法通行。在兴工
西二路与金桥路交叉口，东西两
面停满了车辆，连斑马线也未能
幸免。“白天两边经常停满车，有
时候连店门都会被挡住，生意都

做不来。”附近一位店家无奈地告
诉记者。兴工西一路情况同样不
容乐观。由于中间有小河，路面
被分作两段，一些车辆紧挨着河
道的两侧停放。与此同时，记者
了解到，兴工西一路沿河原来设
有经营摊点，后来道路改造，摊点
都集中搬移到了附近的菜场，但
是记者观察发现，该路段依然零
散摆着许多摊位，有些摊主还没
到营业时间就搭好了棚子，为的
就是占个好位子。

（下转第2版②）

城区大道小道车辆违停和占道经营仍添堵

记者 娄伟杰

“在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征途
中，农村妇女这股力量是不可小视
的。在丈夫外出务工的时候，只有
她们坚守着农村这片广袤的土地，
要推动乡村振兴，少不了妇女这

‘半边天’。”昨日，岔路镇妇联主席
林彩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林彩萍说，岔路镇位于宁海西
部山区，山多地少，很多村落位于
大山中，经济基础普遍比较薄弱，
且相当一部分青壮年都外出谋生，
留下来的基本都是老人和妇女。
近年来，岔路镇妇联紧紧围绕乡村
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
求，以“三加强”为抓手，充分发挥
农村妇女“半边天”的作用，在实现
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发挥巾帼力量。

林彩萍表示，岔路镇妇联以

“会改联”为契机，建全配强全镇21
个行政村妇联班子，同时吸纳村创
业女能手、种养殖女能手、青年女
大学生等加入执委队伍，同时，通
过组织开展民宿管理、庭院建设、
麦饼技艺、月嫂等实用技术培训和
麦饼技能大赛、来料加工技能大赛
等竞赛活动，有效激活了农村妇女
创业创新的积极性。很多农村女
性用自己的双手创建了一个个整
洁美丽的庭院，以实际行动带动农
村村居环境的改善。还有一部分
农村妇女在全域旅游开发的大潮
中抓住机遇，开起了民宿、农家乐，
为农村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
到目前为止，岔路共有“妇字号”来
料加工点 31个，家庭农场 8个，民
宿56家，专业合作社15个，辐射带
动周边 2000余名妇女就业。巾帼
护卫小分队、好媳妇“姊妹护航”服
务队等 21支以妇女为主体的爱心
服务团队，更是带动了全域乡风文
明、乡村德治水平的提升。

乡村振兴少不了妇女这“半边天”
——访岔路镇妇联主席林彩萍

总投资34051万元的西林水库扩容工程是省、市、县重点工程之一，该工程经过3年多来的建设，目前已进入扫尾。水库
建成后，库容量从原来的162万立方米增加至1365万立方米，日供水量也从原来0.1万立方米提高到3.5万立方米，可缓解我
县力洋、茶院、长街等东部乡镇用水紧缺状况，该工程预计今年底可顺利完工。 （记者 李江林 通讯员 林丹晨 摄）

西林水库
扩容工程进入扫尾

本报评论员

解决城乡环境整治中存在的
问题，补上城市管理中的一些短
板，让宁海城乡更加美丽，让百姓
生活更加舒心，基层党组织和党员
干部必须勇负责敢担当有作为。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责
任担当是领导干部必备的基本素
质。能否担当，担当大小，体现了
一个干部的胸怀、勇气和格调。好
的干部，敢于正视问题而不绕道
走，勇于承担责任而不推诿躲避，

善于直面矛盾而不一味上交，敢扛
大事，不畏难事，勇对挑战。城乡
环境整治和城市管理中存在的问
题，有的千头万绪，解决需要一定
时间，但也有很多问题，解决起来
难度并不大。问题不是很难，却没
去做、做不好，反映了基层干部作
风不实、能力不足。作风不实，与
缺乏责任意识、担当精神，浮在表
面抓工作关系极大。

城乡环境集中整治月行动的
号角已经吹响，广大基层干部特别
是领导干部决不能当因循守旧的

“平庸官”、逃避责任的“圆滑官”，
不能做那种暮气沉沉，不想作为、
不敢作为、不会作为的干部，要有
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责任意
识，大胆改革、勇于创新、勤于付
出，创造出无愧于时代、历史和人
民的业绩。

在此次环境整治中，每一个单
位、每一个部门、每一名干部，都不
是孤立的，没有台前幕后之分，没
有观众和演员之分，没有“局外
人”，人人都是责任人，都在城乡环
境整治中承担着相应的职责。敢

担当，就是在遇到难题、挑战时，不
回避、不退缩，勇于承担责任、担负
重担。“大事难事看担当。”敢担当
就是要解放思想、敢闯敢试，敢担
风险，勇敢地承担该担的责任，做
好该做的工作，真正做到责任上
身、工作上心。有权必有责，有责
要担当，失责必追究。要建立和完
善严格的工作落实机制和绩效考
核机制，把任务书下达给基层，把
评判权交给群众。

（下转第2版①）

敢担当有作为打赢攻坚战
——二论狠抓城乡环境整治

本报讯 （记者 章莉） 昨
日，省关工委副主任徐全升一行来
宁海调研关心下一代改革创新工
作。市关工委主任邵孝杰，县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方勤，县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县关工委主任潘红月参
加。

近年来，县关工委始终坚持改
革创新，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
创新、在创新中不断谋求新的发
展。打造关爱新平台，建立“宁海
县关心下一代志愿者协会”，形成

“关工委+协会”的双轮驱动工作格
局。并秉持“对标定位、精准施策、
靶向发力”的理念，不断运用新的
载体，包括实施“助你远航”工程、
建立关爱专项基金、开展“三好四
无”创建活动、组织进行远程教育、
推出“向日葵信箱”服务品牌，推动
工作新跨越。同时，县关工委不断
探索运行新模式，通过项目拉动、
部门联动、区域互动、冠名促动、协
作助动和舆论协动、专项推动来开
辟关心下一代工作新渠道，并建立

健全一整套相互衔接的保障机制，
以制度机制的杠杆和保障作用，确
保工作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
化。

徐全升对宁海县关心下一代
改革创新工作给予肯定，认为宁海
工作基础扎实，工作途径和工作方
法有更新和发展。他希望宁海县
关工委要进一步深化“四化”建设，
进一步研究如何扩大工作成效和
加强队伍建设，把关心下一代事业
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方勤对省关工委的到来表示
欢迎，她表示，下一步，我县将继续
坚持不懈打造宁海的自有品牌，持
续不断进行改革创新，将“四化”工
作落到实处，从宁海的实际出发鼓
实劲、谋实招、干实事，以更加优质
高效的关爱服务，建功新时代，作
出新贡献。

随后，徐全升一行还来到茶院
乡文广中心大楼，参观关心下一代
校外教育阵地，了解茶院乡关心下
一代工作开展情况。

省关工委来我县调研
关心下一代改革创新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