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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路上 你我同行

我县举行庆祝第19个中国记者节颁奖晚会
县委书记杨勇致辞

本报讯 （记者 周韵健） 新
闻路上，你我同行。昨晚，我县举行
庆祝第 19 个中国记者节颁奖晚会，
全县新闻工作者欢聚一堂，共同庆
祝自己的节日，分享收获、喜悦与感
动。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徐正参
加，县委书记杨勇致辞，寄语我县广
大新闻工作者，要牢记新时代使命
任务，不忘初心，打磨匠心，切实当
好宣传阵地的捍卫者、时代发展的
记录者、人民生活的守望者。县领
导叶秀高、范建军、邬汝跃一同出席
晚会并为获奖者颁奖。
近年来，全县广大新闻工作者
人人争做新闻队伍的“三勇铁军”，
始终紧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走、围
绕中心大局转，牢记职责使命，坚守
为民情怀，生动反映了我县经济社
会发展的可喜进步。做到了内外网
宣全面发展，报网端台不断进步，积
极有效传播了宁海的好经验、宁海
好声音。同时，积极做好对外宣传
工作，2017 年以来，共在县级以上
各类媒体发表和播出新闻作品
3728 篇 ，其 中 国 家 级 433 篇 ，省 级
537 篇，市级 2758 篇，新闻作品频频
亮相人民日报、新华社内参、求是杂
志、央视新闻联播等众多国字号顶
级平台，为宁海革新求进提供了强
有力的舆论支持，营造了健康向上
的良好社会氛围。
杨勇代表县委、县政府，向辛勤
工作在新闻战线的全体同志致以节
日的问候和由衷的感谢。他指出，
作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者，要全面
落实“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
化、展形象”新的使命任务，创新推
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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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县委书记杨勇为宁海县十佳新闻工作者获奖者颁奖。

着力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要
坚 定 立 场 ，当 好 宣 传 阵 地 的 捍 卫
者。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多角度、
多层次、多频次地宣传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保上
级有部署，宁海有举措、有声音、有
影响；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努力提
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
信力，让主流舆论成为舆论主流。
要守牢主场，当好时代发展的记录
者。要为改革发展鼓劲造势，围绕
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开展各类宣

传，进一步提振全县干部群众的士
气干劲；要为城市形象增色添彩，推
介好宁海优势、宁海品牌，展示好宁
海故事、宁海形象，真正做到全市有
口碑、全省有地位、全国有影响。要
贴 近 现 场 ，当 好 人 民 生 活 的 守 望
者。突出新闻宣传的真实性，全面
贯彻“三贴近”要求，深入一线采集
人民群众的鲜活语言，采用人民群
众喜闻乐见的报道，不断夯实受众
基础、体现新闻价值；突出新闻宣传
的针对性，更多地关注民生百态、反

（记者

李江林

摄）

映社情民意、回应社会关切、服务百
姓生活。
晚会上，举行了十佳新闻工作
者、新闻工作外宣贡献奖、新闻工作
新锐奖、年度好新闻奖、市级以上好
新闻奖颁奖仪式。同时上演了精彩
纷呈的文艺节目，平日奋战在新闻
采编一线的记者、编辑、主持人等纷
纷走上舞台，唱响新时代，舞出新风
采，展现了新闻工作者昂扬向上的
精神风貌。

宁海成功创建省食品安全县
本报讯 （记者 赵燕 通讯
员 陈希希） “民以食为天，食以
安为先”。近日，我县又传佳讯，浙
江省食安委正式发文命名宁海为
“浙江省食品安全县”
。
自 2016 年全面启动省级食品
安全县创建以来，县委县政府高
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
全县创建作为改善民生、保障食
品安全的重要抓手，成立了由县
委副书记、县长林坚任组长的创
建工作领导小组，层层签订食品
安全责任状，将食品安全工作纳
入党委政府年度综合考核。纵向
上，构建县、镇、村、网格四级
协同治理体系；横向上，构建联
合打击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协
作机制。2017 年以来，共查处食
品安全违法案件 365 件，捣毁各
类“黑窝点”
“黑作坊”7 个。
在创建过程中，坚持“公益+
商业”双轮驱动，探索具有宁海
特色的食品安全责任险制度。利
用线上线下多种媒体，建立联合
曝光机制，设立“以案说法”专
栏，及时公布抽检信息、典型案
例。开展“四个你我”“党群同心
圆”等公益活动，提升“老何说
和”专项人民调解室等调解平
台，设立“12345”统一政务咨询
投诉举报平台，2016 年以来，共
受 理 食 品 安 全 投 诉 举 报 600 余
件，处置率达 100%。

我县还以创建为抓手，充分
发挥食品安全监管职能部门作
用，健全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
系。针对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监
管难题，实施“名优特+”小作坊
培育工程，以“区域集中+龙头带
动”为路径，破解监管困局。针
对校园周边托管点“小饭桌”监
管盲区，全市率先将其纳入食品
安全日常监管范围，创新运用调
查摸底、约谈培训、分类处置、
定级管理等手段，巩固学生餐饮
安全工程。针对农贸市场等食品
监管薄弱环节，建成运行肉菜流
通追溯体系，涵盖菜市场、菜篮
子基地等 8 大类 33 个流通节点，
2017 年度考核居全市第一，城区
农 贸 市 场 电 子 追 溯 系 统 100% 覆
盖。针对农村集体聚餐监管困
境，实施“保险+”“互联网+”
监管模式，集中整改提升农村家
宴中心 70 家，实现管理标准化、
统一化、专业化，摸索出一条监
管工作的新路子、新模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创建
过程中，相关部门在保安全的前
提下，还注重推动我县农产品提
品质、强品牌、拓市场，近两年
全县农产品总体合格率达 99%以
上，望海茶、长街蛏子、梅林鸡
通过国家地理标志认证，双峰香
榧、一市青蟹、长街蛏子获得国
家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

一般企业投资项目实现
开工前审批“最多 37 天”

县规划管理中心多举措助推工业项目审批“加速度”
坚定信心 克难攻坚

“情投护苗”
在行动

11 月 7 日下午，由县关工委、县
关协、县城投集团联合开展的关爱贫
困学生“情投护苗”爱心行动来到深
甽镇大里小学，为这里的 15 名贫困家
庭学生送去了书籍和每人 1000 元的爱
心基金，希望他们面对困难，坚强意
志、安心学习，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
贡献的有用人才。
（记者 李江林
通讯员 尤珂杰 摄）

本报讯 （记者 胡琦 通
讯员 程方远 娄惊海） 记者
昨日从县规划管理中心获悉，自
“最多 37 天”改革实施以来，宁
海国元茶叶有限公司等 10 余家企
业都在 3 个工作日内领取了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不耽误企业在 37
天内领取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整体审批时间压缩了 50%以上。
为积极贯彻落实“最多跑一
次”改革，更好地服务企业，县
规划管理中心将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由原来 5 个工作日变成即办
件，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方案审查
由 5 个工作日压缩为 1 个工作日，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由 5 个工作日
压缩为 3 个工作日。同时对办理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只需提供申请
表，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方案
只需提供图纸电子文件，办理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只需提供申请表
和施工图纸。其余土地出让合
同、土地权属证明、发改立项文

件都通过数据内部共享。经办人
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等相
关纸质资料都无需提供，由企业
通过数字证书在投资在线 2.0 平台
进行申报的事项，都可证明已授
权委托办理。此外，将一般企业
投资项目在方案审批后马上进行
网上或现场公示，公示 10 个自然
日，利用公示时间可进行图纸深
化，达到图审要求，并且在申报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前公示完成即
可，无需占用额外审批时间。
今年以来，县规划管理中心
积极落实一般工业项目审批“最
多跑一次，最多 100 天”的改革
要求，实行工业项目设计方案审
查通过设计单位网上传送设计方
案电子文件，窗口人员 1 日内回
复审查意见；规划放、验线环节
后置到项目开工前，不作为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前置；施工图审图
合格证不作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前置等改革举措，助推工业项目
加快落地速度。

小小菜篮子见证百姓生活巨变
改革开放 40 年

缑乡风云录
记者

黄海清

每天早上，69 岁的王素娥都会
早早来到跃龙市场的摊位前，戴上
老花镜，开始一天的忙碌。作为改
革开放后最早下海的商贩，她已经
卖了近四十年蔬菜。
从最早的臂挽长筒篮，到现在
拎着环保袋；从最早的手持几张毛
票，到现在拿着手机扫码；从最早只
能在几种蔬菜中挑挑拣拣，到现在
面对几十上百种蔬菜目不暇接。四
十年来，无数的人曾从她的摊位前
走过。这些人手里提着的或丰或俭

的食材，将变成一道道菜肴，走上一
户户家庭的餐桌。
民以食为天，从吃饱到吃好，再
到吃出营养、吃出健康、吃得方便
……宁海菜市场的 40 年变迁，记录
着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见证
着这座城市人民生活的变迁。

大北门市场 告别匮乏年代
很多人最早的美食记忆都来自
于物质匮乏的年代。粮票、肉票、油
票、水作票、水产票……改革开放
前，没有票证可谓寸步难行。买肉
去食品公司，买豆腐香干去水作社，
买海鲜去水产商店，整治一桌菜肴，
主妇要跑很多地方。对于很多没有
票证的农村居民来说，除了春节，平
时餐桌上难以见到荤腥。

弘扬科学精神 普及科学知识
传播科学思想 倡导科学方法
www.nhkx.gov.cn

那时，集市被视为“产生资本主
义的土壤”，我县只存在零星的集市
贸易，商品也仅包括小宗小土产、小
百货和手工业品。
改革开放，最早开放的就是市
场交易。1979 年，
“ 打办”
（打击投
机倒把办公室）撤销，宁海县工商局
成立，对集市贸易放宽管理，把过去
的“管、卡、关”转为“放、宽、活”。
1981 年以后，逐步取消统购统销商
品，允许农民和个体生产者运输贩
卖鱼鲜和其他三类农副产品，市场
日趋活跃。
上世纪 80 年代初，县工商局在
城区先后建成北门、南门市场。地
处北大街和桃源路交叉口的大北门
市场成为了宁海的农副产品交易中
心，聚集了我县最早下海的一批经
营户。在横跨北大街的批发区，每

天凌晨两三点，来自全县各地的蔬
菜、海鲜都在这里卸货、交易，然后
被发送到各个乡村市场、集市。拖
拉机嘈杂的突突声时不时打破城市
的阒寂。
王素娥就是在那时加入了贩菜
的行列。每天天色未明，她就拉着
手拉车出门，到西门、笆弄头等生产
队收购蔬菜到大北门市场贩卖。
“那时候，什么蔬菜上，大家就
吃什么。冬天还好，青菜、芹菜、菠
菜之类的品种比较丰富，到了夏天，
一般家庭只有带豆、蒲瓜、茄子等几
种蔬菜翻来覆去吃。”她记得，那时
候虽然蔬菜品种单一，但仍然供不
应求，每天的菜都只能卖两三个小
时，菜卖完了，
她就回家。
（下转第 2 版）

水产养殖尾水治理方案正式出台
本报讯 （记者 何莎莎 通
讯员 郭小静） 昨日，记者从县
海洋渔业局获悉，我县正式出台水
产养殖尾水治理方案，以加快渔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我县水产
养殖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近年来，我县渔业快速发
展，据 2017 年渔业年报统计，全
县实现渔业产值 29.17 亿元，比去
年 增 长 2.9% ， 全 年 水 产 品 产 量
16.08 万吨，增长 2.1%，拉动了渔
民增收致富和渔区经济发展。但
集约化养殖以在单位水体中投入
高密度苗种和大量养殖投入物来
保证高产，这一模式势必导致养
殖水体中来不及消化的饲料、养

体育彩票，今天你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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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动物排泄物等急剧增加。养殖
尾水若未经处理直接排放进入附
近水域，可能导致附近水域的富
营养化，引发水华、赤潮等水体
污染，制约渔业可持续发展。因
此，以构建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高质高效的现代水产养殖业
为目标，探索开展全域养殖尾水
治理，改善水域生态环境，推进
水产养殖发展与水环境保护协同
并进，意义重大。通过实施宁海
县养殖尾水治理方案 5 年行动计
划，在全面开展养殖尾水调查、
监测和尾水处理示范点建设的基
础上，以点带面，不断推广生态
养殖模式和尾水治理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