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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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 者 潘 旭
婷 通 讯 员 庞 巧 李 文
景） 日前，省委省政府召开
全省深化“千万工程”建设美
丽浙江推进大会，表彰了一批
先进集体和个人，县农办荣获
省“千万工程”集体二等功。

自 2003年以来，我县先后
实施“净化大地、美化家园”
活动和“美丽乡村、美好生
活”五年行动计划，认真开展
村庄环境整治，着力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提高农民生活品
质，取得了良好成效。我县
2012、2017 年分别被评为浙江
省美丽乡村创建先进县、浙江
省美丽乡村示范县，2015年被

中国互联网中心评为中国美丽
乡村建设示范县，连续八年被
评为全省新农村建设先进单位。

县农办以全省深化“千万
工程”推进乡村振兴现场会为
契机，全领域、全方位打造美
丽乡村升级版。截至目前，25
个精品村、17个示范村、135个
合格村，6条精品线建设已全面
推进。同时，积极贯彻落实

“百村千宿万景”工程，立足村
庄资源禀赋，凸显村庄个性优
势，努力打造一村一品、一村
一景、一村一韵，把美丽乡村
建设成果转化为美丽经济，让
农村居民分享美丽乡村建设和
全域旅游发展带来的红利。

县农办荣获省“千万工程”
集体二等功

连日来，兴海南路正在进行主车
道面层沥青浇筑施工。

兴海南路(福泉路—沿海南线)，全
长3.2千米，合同价1.129亿元，改造
提升后主车道由原双向四车道扩增为
双向六车道。目前已完成沿海南线至
人民大道段全幅主车道通车，人民大
道至福泉路段开始主车道面层沥青浇
筑施工，后续将跟进绿化及人行道完
善，计划于今年年底基本建成。
（记者 惠广亮

通讯员 胡东海 摄）

兴海南路提升改造
工程将于年底完成

本报讯 （记者 卓佳洋）
近日，“建设美丽家园 歌唱美
好生活”浙江省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村歌大赛举行，我县选
送的越溪乡王干山村村歌《好
一个王干山》荣获表演和作品
双金奖。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省委
宣传部、省农村文化礼堂建设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省文化
厅、省文联主办，来自全省 11
个地市的 37支队伍 400多个村
民同台竞技，各展风采。所有
参赛作品为参赛队所在地村
歌，旨在大力推进乡村文化振
兴，充分展示农村文化礼堂建
设带来的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新变化。

《好一个王干山》由胡利民
作词，兰文聪作曲。歌曲将油

盐寺、烽火台和观东海日出、
看沧海桑田等王干山元素加入
其中，演员们通过表演唱的形
式，演绎美丽村景，展现家乡
之美。

王干山村毗邻三门湾，文
化底蕴深厚，有着一座建于北
宋年间的千年古刹——油盐
寺，至今仍保存着戚家军平倭
首捷纪念碑（烽火台遗址）、巡
检司古迹。站在王干山上，能
观东海日出、看沧海桑田，
2014年，央视以此为题，现场
直播了这一大气磅礴的景观。
近年来，王干山村立足独特的
山海人文资源，规划并推进发
展休闲农家乐旅游经济，如今
已初步形成汇集吃住行娱于一
体的休闲生态旅游区。

我省举行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村歌大赛

《好一个王干山》获双金奖

本报讯 （记者 娄伟杰 通
讯员 杨杨） 昨日下午，县检察
院举办以“新时代的检察发展力”
为主题的第二届“宁海检察论
坛”。县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练节晁出席论坛。

据悉，本次论坛共征集到论文
50篇，经过对论文运用学术不端软
件检测、《宁海检察》编委和院领
导匿名评审及检察理论研究专家评

审，共有16篇论文分获一、二、三
等奖和优秀奖，其中崔隽雍获得一
等奖，滕云、顾帅迪、朱诗盼获得
二等奖。宁波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法学博士、原全国检察业务专家潘
申明，市检察院综合研究部副主任
俞永梅，省检察理论研究人才姚嘉
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法学博
士、省检察理论研究人才夏凉应邀
参加论坛，并对16篇论文进行了客

观、全面的点评。
今年以来，该院加强对司法办

案难点热点重点问题研究，充分发
挥检察调研的“龙头”和枢纽作
用，抓“纵向”“横向”“内外”关
系，积极构建“大调研”工作格
局，为检察机关深化改革、科学决
策、规范司法提供智力支持。该院
今年晒出了一份可喜“成绩单”，
11篇论文在省级以上刊物和出版

物发表，5人参加省级以上年会论
坛活动，6人被评为全市检察调研
人才，8人被评为全市检察调研骨
干。下一步，该院将在抓质量、出
精品上下功夫，把调研工作重点放
在推进法治建设、深化检察改革和
业务建设中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
上，更好地推动检察工作科学发
展，更好地服务社会发展大局。

县检察院举办第二届“宁海检察论坛”

本 报 讯 （记 者 金 一
恒） 11月 13日上午，县委副
书记、县长林坚主持召开县政
府第 37 次常务会议。县委常
委、常务副县长王军海，副县
长王鸿飞、陈陵际、范建军、
沈纾丹、应国邦、李铭胜出
席。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能
迭、县政协副主席杨象轮、县
人武部政委吴玮应邀参加。

会议听取并原则通过了县
经信局关于《宁海县制造业领
军企业培育计划实施办法（试
行）》和《宁海县政策性小微
企业财产保险项目实施方案》
的汇报。据了解，为贯彻党中
央国务院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
重要精神，促进我县制造业做
大做强做精，2018-2020年，符
合产业规划且上年度我县工业
综合实力 50强企业排名前 10家
的民营制造业企业将被列入培
育计划，对符合要求的企业负
责人、技改项目、研发投入给
予一定数量的奖励。为进一步
培育小微企业保险意识、提升
防灾减灾能力，根据宁波市全
面推广的要求，我县要通过三
年时间努力，力争实现政策性
小微企业财产保险项目覆盖面
达到 50%以上，逐步建立起具
有宁海特色、符合企业要求、
覆盖全辖区小微企业的保险保
障体系。

会议听取并原则通过了县

市场监管局关于《宁海县推进
“证照分离”改革实施方案》的
汇报。根据《实施方案》，我县
初步确定了 135项“证照分离”
改革事项，编制《宁海县“证
照分离”改革事项目录表》，并
建立“双反馈”信息机制，加
快推进“最多跑一次”事项的
数据交换和共享共用。

会议听取并原则通过了县
综合执法局关于《宁海县环境
卫生专项规划 （2016-2035）》
的汇报。会议指出，党的十九
大报告将生态环境建设列入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出
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
美丽中国的要求和目标。《环境
卫生专项规划》已于本月初完
成公示，将成为未来 20年我县
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及其相应设
施建设发展的依据和蓝图。

会议听取并原则通过了县
招商中心关于《宁海县招商项
目共享制度 （试行）》 的汇
报；通过了县房屋征收办提请
县政府作出两个地块征收决定
的汇报。会议以书面形式听取
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
于公务员奖励方案的汇报，讨
论并原则通过了县政府关于提
请县人大常委会将两个地块列
入 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的议案。

会 议 还 研 究 了 其 他 事
项。

县政府召开
第37次常务会议

本报讯 （记者 金一恒）
昨日下午，海亮集团董事局主席
冯海良、副总裁季丹阳一行到我
县考察海亮“宁海公学”项目。
县委副书记、县长林坚，副县长
范建军参加。

据悉，海亮集团是一家以教
育事业、健康产业、有色材料智
造为主体的国际化特大型民营企
业。2017年集团营业收入1641亿
元，综合实力居中国企业五百强
第 110位、浙江百强企业第 3位。
海亮教育拥有22年办学史、15年

国际教育经验，规模居中国民办
基础教育领域之首，也是最早登
陆美股的国内K12教育集团，现
有学生 6万余人，先后获得全国
先进民办学校、全国办学特色示
范学校、中国民办教育十大品牌
学校、中国最具综合实力教育集
团等荣誉。

考察团一行步行登上飞凤
阁，远眺项目地块现状。林坚简
要介绍了“宁海公学”项目地块
以及周边区域、溪南地块总体规
划情况。他说，宁海目前正在逐

步推进溪南地块的重新规划和整
体开发建设，“宁海公学”项目是
其中完善城市功能配套、提升城
区服务能级的重要组成。海亮集
团对教育历来十分重视，将其作
为集团的重要板块，希望双方努
力推进，办好教育惠民生。

据了解，“宁海公学”项目从
第一次接洽至签约，仅用了 4个
多月时间，体现了“宁海速度”。
今年 2月双方签约以来，我县结
合招商引资“百日攻坚”行动，
将“宁海公学”项目列入县领导

联系重点推进项目。截至目前，
地块已基本完成政策处理，双方
已就合作协议内容达成共识，同
时项目初步的规划设计方案也已
形成。

据悉，“宁海公学”项目规划
用地约 280亩，投资总额约 10亿
元人民币。学校秉承“精品化、
特色化、国际化”理念，设幼儿
园、小学、初中、普通高中（含
高中国际部），招生覆盖宁波、舟
山、台州等区域，预计于 2019年
9月1日开学。

海亮集团到我县考察
林坚参加

本报讯 （记者 周韵健）
昨日下午，县委书记杨勇会见来
我县考察的香港和合航业集团董
事长许志勤一行，双方就进一步
深化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县委
常委、宁海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
记王辅橡参加。

据悉，香港和合航业集团是
具有悠久商业运营历史的著名航
业集团，在我国不少城市及多个
发达国家和地区有上市公司和分
支机构。集团以航运业为主，延
伸电子、房产、现代生态农业、
食品研发及深加工等行业。集团

董事长许志勤是许廷佐先生的孙
子、许文贵先生的儿子，1975年
执掌家族事业，成为香港和合轮
船公司、台湾新兴航运公司、台
湾中华商船职业学校、香港国际
中华中转储运有限公司的董事
长，并任香港船东协会执行委
员、香港航业协会董事长等职。

杨勇对许志勤一行的到来表
示欢迎。他说，您的祖父许廷佐
先生积极响应孙中山先生的号
召，决心将三门湾建设成集实
业、贸易、港口、航空为一体的
商埠，可以说是开发三门湾的先

驱。百年过去，如今的三门湾可
开发空间大、交通便利，有着独
特的资源禀赋。省市都将这里作
为新一轮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空
间，以及建设大湾区、发展海洋
经济的重要平台。宁海紧抓机
遇，大力开发建设宁波南部滨海
新区，推动新区升格为市政府派
出机构，升级为省级开发区，新
区的发展迎来了春天。杨勇表
示，当前宁海处于大有可为的战
略机遇期、政通人和的黄金发展
期和激流勇进的转型突破期，有
能力、有实力、有动力建设好新

区，实现双核联动，希望双方能
再续百年机缘，继承和发扬先辈
精神，相向而行，共同开发建设
好这一片热土。

许志勤表示，宁海区位优势
明显，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拥有
广阔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宁波南
部滨海新区，生态环境优越、土
地空间广阔、发展潜力巨大，希
望今后能进一步加强沟通联系、
促进交流合作，更好地推动新区
发展壮大。

会见前，许志勤一行考察了
宁波南部滨海新区。

紧盯“一号工程” 拼出“一号成绩”

县领导带头开展招商引资“百日攻坚”行动

杨勇会见香港和合航业集团董事长许志勤

近期，我县未雨绸缪，主动应对经济发展新形势，积极开展“五问五帮”企业服务季、产业考察活动，并召开全县经济形势分析会，加码奋
进“全年红”，召开推进会打好重大项目、招商引资、“三未”土地整治三大“百日攻坚”战，进一步激发我县经济发展动力。昨日，县领导杨
勇、林坚率先行动，紧紧抓牢招商引资“一号工程”，与来我县考察的客商深入交流，推进合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