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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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娄伟杰 通
讯员 李昱） 昨晚，由岔路镇干坑
村自办的2019“乾溪山庄之夜”元宵
村晚在干坑村文化礼堂举行。市委
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主任任学军，
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叶秀高和村
民们一起观看表演，共庆元宵佳节。

由宁波市歌舞剧院带来的舞蹈
《春来福到》拉开了晚会的帷幕。演
员们身着大红服装，手持写有福字的
中国结和红灯笼，为大家带来了猪年
的祝福，也寓意着对美好未来的展
望。歌曲联唱《筑梦中国》中的《我和
我的祖国》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时，村
民们不禁心潮澎湃，一些年轻人不由
跟着歌手一起唱了起来。当干坑村
的村歌《美丽干坑我故乡》唱响时，村
民们的思绪沉浸在了干坑村的好山
好水好风光中。小品《村里有了新规
定》，讲述了一名村民向村干部申请

在村老年协会办进屋酒，却被村干部
拒绝，村干部通过做思想工作，让她
放弃了办进屋酒的陋习，倡导移风易
俗的故事。演员接地气的表演，赢得
了村民的一阵阵掌声。杭州杂技团
表演的杂技《中国韵》，各种高难度的
杂技动作，更是让群众赞叹不已。村
民自编自演的戏曲、舞蹈更是得到了
村民的热烈响应。来自宁波市、宁海
县和岔路镇的文艺表演团体还带来
了器乐、魔术、歌舞等节目，让村民在
家门口享受了一场文化盛宴。晚会
上，市委宣传部向干坑村村民委员会
捐赠10万元。

当天下午，任学军一行还走访
慰问了干坑村结对户和困难户。在
与镇、村干部的座谈中，任学军围绕
乡村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挖掘传统
文化等主题与镇、村干部进行了深
入交流。

金猪贺岁 春满干坑

岔路干坑办村晚庆元宵

本报讯 （记 者 曹 维 燕
通讯员 葛主铨）“刚到岗还没
正式投入工作，就拿到一个 888
元红包，实在是太开心了！”一名
来自安徽的员工抑制不住自己的
兴奋。近日，黄坛镇的太中塑业
刚复工就给返岗的员工发放了共
10万元左右的红包，点燃了员工
们的激情。

记者在该企业车间看到员工
们正在各自的岗位上井然有序地
忙碌着，一旁的机器也在不停地
运转着。太中塑业办公室主任江
晓冬告诉记者，正月初九，当其他
企业的员工还在家里休息，企业
还在为招工难头疼的时候，太中
塑业的员工到岗率便已经达到了
90%以上。据悉，太中塑业创立于
2006年，从事家居生活用品和汽
车零部件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客户遍布美、德、日等国家。
2018年，太中塑业实现工业总产
值 11464万元，同比增长 31.75%，
实现工业销售产值11664万元，同
比增长28.61%。从现有的订单量
来看，今年销售收入将达到1.6亿
元。

同样热火朝天的场景在得力

集团的工厂里呈现，生产线“火力
全开”，工人们正紧锣密鼓地加紧
生产。开工首日，企业返岗13000
人，返岗率达 90%，订单排到今年
4月份，率先实现“开门红”，2019
年销售额有望突破 220亿元。据
了解，除了“开门红包”，得力集团
还会给及时到岗的职工送上“春
节礼”。“要留得住人、笼得住才，
企业必须要善待员工，让他们有
归属感。”该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来自安徽的员工小叶在得
力工作已经五年，说起为什么选
择继续留在这里，他说：“公司给
员工的福利待遇好，对我们关怀
备至，值得为之付出。”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黄坛镇
出台了一系列制度，为企业打好

“感情留人、事业留人、待遇留人”
这张牌奠定了基础。该镇一方面
加快经济发展转型升级步伐，加
速产业结构调整，全力推进机器
换人、电商换市等数字化、智能化
新兴产业和项目的发展。同时，
全力拓展产业发展空间，加快产
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
产业集聚能力，引导产业多元化
发展。

企业开工发红包 员工返岗干劲足

本报讯 （记者 周韵健）
昨日下午，我县召开争做服务标
兵·勇当攻坚先锋暨全县“创新破
难奋进年”动员大会。县委书记
杨勇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省委

“三服务”重大部署和市“两会”精
神，上下同欲、勠力同心，服务争
优、奋勇争先，创新破难、砥砺奋
进，全力推动宁海以更高质量的
发展跻身更高站位的全国强县第
一方阵。县委副书记、县长林坚
主持会议，徐真民、尤玲娟、李贵
军等全体县级领导干部参加。

本次会议既是市“两会”精神
的传达会，重点传达了郑栅洁书
记的讲话精神以及裘东耀市长、
杨戌标主席在参加宁海代表团活
动时的讲话精神，要求各级各部
门要坚决落实省市县“两会”和县
委全会等会议精神，努力交出高
分答卷。也被称为“361大会”，就
是对“三服务”“六争攻坚”“一个
年”工作的动员部署，要求大家多
出“一度”，以大抓“创新破难奋进
年”的追赶速度、大干“六争攻坚”
的争抢力度、大兴“三服务”的帮
扶温度，抓服务、抓落实。

杨勇指出，改革创新是本届

县委的执政宣言，这也是我县连
续第三年把改革创新作为新年第
一个大会主题。这两年宁海持续
向好发展，继 2017年财政、工业、
农业等增速创六年新高后，去年
GDP、财政、工业等总量上又取得
重大突破，市“双底线”考核居全
市前三。这些成绩的取得，最大
的动力就是改革创新。我们要继
续大抓改革创新主题年，对标先
进、加压赶超，保持奔跑的状态、
奋斗的姿态，坚定走改革创新之
路、质量变革之路，以追赶速度提
升强县高度。

杨勇强调，要奋战六争攻坚
主战场，以抢拼力度提升攀高进
度。“六争攻坚”是市委一抓到底
的头号工作，是全市上下比武打
擂的主战场。要坚持以问题为导
向，指标化精细化抓落实、联动化
高效化抓落实、载体化项目化抓
落实，持续以“三清”攻坚、“三凤”
行动、“三美”建设、“三聚一转”、

“三网联动”、“三勇”铁军等“六个
三”为抓手贯彻落实“六争攻坚”，
确保抓实、抓好、抓出新成效。

杨勇强调，要唱响精准服务
主旋律，以帮扶温度提升发展热

度。要多一些主动上门、少一些
坐等登门，多一些绣花功夫、少一
些花拳绣腿，多一些齐整合拍、少
一些冷热不均，多一些细水长流、
少一些疾风骤雨，多一些群众评
判、少一些自说自话，以“五多五
少”为要求，打造“三服务”标杆
县。要精准服务企业，及时传递
形势、宣传政策，问预期好不好、
帮企业树信心，问负担重不重、帮
企业降成本，问融资难不难、帮企
业牵好线，问空间够不够、帮企业
破瓶颈，问后劲足不足、帮企业强
创新，以“五问五帮”为抓手，打造
营商环境最优县。要精准服务群
众，聚焦“小窗口、大需求”“小网
格、大责任”“小习惯、大文明”“小
细节、大安全”“小票决、大实事”，
以“五小五大”为抓手，打造民生
环境最优县。要精准服务基层，
减七多事项、增组织活力，减会议
文件、增执行效力，减薄弱村社、
增内生动力，减条块壁垒、增工作
合力，减社会矛盾、增治理能力，
以“五减五增”为抓手，打造干事
环境最优县。

杨勇最后强调，要坚定信念
激发斗志、拉高标杆激活动力、鲜

明导向激扬干劲、容错纠错激励
担当、严明规矩激浊扬清、关心爱
护激发热情，展现“三勇”铁军应
有的工作状态，一起拼搏、一起奋
斗，一起推动宁海各项事业再攀
新高。

林坚强调，要从讲政治的高
度准确把握三大活动的重要意
义，把思想认识迅速统一到会议
精神上来，把广大干部职工的思
想和力量凝聚到县委县政府的决
策部署上来，同时深入宣传本次
会议精神，在全县营造争做服务
标兵、勇当攻坚先锋、大抓创新破
难奋进年的良好氛围。要将会议
精神全面贯穿进全年工作中，立
即行动起来，逐项制定年度计划、
逐项量化分解工作任务，逐项压
实具体责任，确保各项活动可操
作、可落地、可考核，切实把工作
要求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紧盯
重点指标、紧抓重点项目，紧推经
济领域、改革领域、安全生产等重
点工作“开门红”，让全年工作扎
实起步于首季“开门红”。

县发改局、经信局等作表态发
言。全体县管领导干部，部省市属
各单位主要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杨勇在全县争做服务标兵·勇当攻坚先锋暨“创新破难奋进年”动员大会上强调

坚决贯彻市“两会”精神 争做服务标兵 勇当攻坚先锋
奋力推动宁海百强县“进五十冲三十”

春催万象新，实干擂鼓紧。
昨天，我县召开争做服务标

兵·勇当攻坚先锋暨全县“创新破
难奋进年”动员大会，这是一次激
励斗志、催人奋进的鼓劲会、也是
一次定标明向、敲实责任的落实
会，更是一次凝聚力量、再次起航
的动员会。会议的主题和目的十
分明确：贯彻落实省委“三服务”重
大部署和市“两会”精神，上下同欲
推进“创新破难奋进年”活动，推动
宁海以更高质量的发展，跻身更高
站位的全国强县第一方阵。会议
要求大抓“创新破难奋进年”中追
赶的速度，大干“六争攻坚”中争抢
的力度，大兴“三服务”中帮扶的温

度，大干实干，争先进位，努力交出
高分答卷。

大干实干，争先进位，必须发
扬奋斗精神。奋斗者最美丽，奋斗
者最光荣，世界上一切美好都是干
出来的。现在，宁海的发展又步入
了一个新的起点，为此，全县上下
要咬定争先进位的目标，挑战自
我、能争则争，挑战常规、能好则
好，挑战极限、能高则高，以“敢叫
日月换新天”的气魄书写自己的精
彩人生，谱好中国梦的宁海篇章。
当然，奋斗的道路上不可能一帆风
顺，筑梦的征程中不可能一马平
川。但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无
论碰到什么样的阻力，我们都要坚

守理想、坚定信念、坚持奋斗。当
前机构改革工作尚未完成，机构改
革必然会涉及干部岗位的变动，但

“松一篙则退千寻”的激烈竞争容
不得有一丝懈怠，“错过一个风口
就错过一个时代”的发展态势容不
得有一丝放松，重大平台建设、重
要项目推进、重点工作落实决不能
因为机构改革而停滞，改革的机遇
决不能因为机构改革而贻误，稳定
的局面决不能因为机构改革而松
动。各级干部要保持昂扬向上、奋
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在岗一分钟，
干好六十秒，切实做到干事劲头不
减、创业激情不褪、工作标准不降。

大干实干，争先进位，必须全

力创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
动力。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单位、
每一家企业、每一个有识之士，都
要牢记“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
惟创新者胜”，善思善谋善变，敢破
敢立敢试，强势强力推动创新由跟
踪、并行向领跑转变。会不会创
新、能不能创新，关键在于骨子里
的创新意识足不足、创新欲望强不
强。唯有不断学习、不断创新、不
断总结，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我们
要放开心量、放宽胸怀、放远眼光，
刷新因循守旧的“精神思维”，突破
固有定势的“思想桎梏”，激活创新
突破的“活力基因”，让创新文化在
全县蔚然成风。 （下转第2版）

破难奋进唯有实干
本报评论员

本报讯 （记者 徐荐荃 通
讯员 邵冬） 为深入实施人才强
县战略，加快引进海内外高端创业
创新团队，我县“3315计划”人才
项目申报工作日前全面启动,截止
日期为3月15日。符合条件的团队
和人才赶紧申报哦！

据悉，今年申报的人才项目既
关注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
节能环保、高端装备等先进制造业
领域，又涉及电子商务、港航物

流、文教卫体、专业服务、规划设
计、时尚创意、科技服务、现代农
业等服务业领域，宁波市给予项目
资助最高 2000万元，我县再给予
相应配套支持。

与往年相比，今年申报更注重
行业龙头企业引进创新人才和团
队，以及已经获得民间资本投资的
创业团队，激励民营企业加快转
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相关政策公
告详见今日3版）。

我县“3315计划”人才项目申报全面启动

记者 卓佳洋

昨日下午，大雨挡不住前童百
姓和游人的热情，静谧的古镇又一
次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盛会——前童
元宵行会。

下午 1点，鼓亭馆广场上已经
挤满了前来观看的游客。在喧天的
锣鼓和音乐声中，女子舞龙队率先
登场，只见一条雄赳赳气昂昂的长
龙在场上翻腾，摆出各种造型，赢得
了观众的阵阵喝彩。紧接着，前童
小学的欢庆腰鼓、前童醒狮队的舞
狮表演、猪八戒闹元宵等节目陆续
上演，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

舞台节目告一段落，行会表演
准备就绪。“我宣布，2019年前童元
宵行会现在开始！”81岁的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童全灿用嘹亮的声音拉
开了活动的序幕。锣鼓爆竹声伴随
着人群的前呼后拥，长长的行会队
伍流动起来，鸣群锣、抬鼓亭、行抬
阁、舞龙灯、转秋千、驶船灯、放铳
花，一路浩浩荡荡、欢声笑语。鼓亭
抬阁还与耍狮、舞龙队相互交融，龙

旗引导，乐队前后簇拥，队伍所到之
处鼓乐齐鸣、人声鼎沸，播撒下喜庆
祥和的希望。

其中，最吸引人的莫过于鼓亭、
抬阁和秋千。行会时，童氏家族中
的男娃女娃装扮成了戏曲人物，或
峨冠博带，或金盔铁甲，随着车轮的
滚动，上下翻动，人物交替出现，忠
孝礼义、儒家耕读等故事也随之流
转再现。今年7岁的陈禹锲第二年
参加表演，尽管天气寒冷又下着雨，
但坐在秋千转轴上的小家伙还是非
常开心。“他一直很喜欢行会表演，
今年也自告奋勇来参加了，趁着年
龄还合适，多表演几次，对他来说也
是一份浓厚的家族记忆。”站在一旁
的孩子妈妈说。

这便是行会精神所在。这一
天，童氏各房族都会齐聚一堂，为这
场盛会贡献一份力量。“参加行会表
演十多年了，只要能推得动，我会一
直坚持下去。”负责推鼓亭的童遵安
说。延续五百年的行会能重现盛
况，离不开童全灿、童学军、童文斌
这一代代行会带头人的付出，也离

不开每一个行会人的辛勤汗水。“元
宵行会表达了童氏族人对先人的一
种追寻，是古镇的一张金名片。”童
全灿希望童氏族人和村民能共同努

力擦亮这一招牌，让先辈遗留下的
民俗获得重视，让祖训家风世世代
代传承下去。

热闹欢腾庆佳节 百年行会世代传
——前童元宵行会侧记

本报讯 （记 者 周 韵 健
通讯员 葛剑宁 王海斌） 昨
日，记者从县交通局获悉，1月份，
我县港口货物吞吐量直线上升，完
成159.50万吨，同比增长33.74%，
实现了“开门红”。其中水泥吞吐
量创历史1月份最好水平。

据悉，近年来，港口已逐步发
展成为我县大宗物资运输的便捷
通道，去年全年货物吞吐量接连
突破 1500万吨、1600万吨两大关
口，从而为 2019年的强势开局奠
定了基础。

据县港航处数据统计，1 月
份，港口吞吐量主要货种均呈快
速增长势头。国华宁电赶在春节
假期前加速囤煤补库，完成煤炭
吞吐量 97.27 万吨，同比增长
49.61%；接近农历年底农民工返
乡季，在建公路桥梁、地产工程等
进入集中扫尾阶段，水泥、黄沙、
矿粉等建材用料销路畅通，水泥
（包括水泥、熟料和石灰石）更是
刷新 1月份港口吞吐量新记录，
共计完成 47.41 万吨，同比增长
11.38%。

港口生产迎来“开门红”
同比增长33.74%

古镇抬阁古镇抬阁““行会行会””闹元宵闹元宵
昨日下午，前童古镇抬阁“行会”闹元宵活动在细雨中举行。村民们抬着鼓亭、

抬阁，一路上浩浩荡荡，引来了成千上万村民和外地游客驻足观看。
（记者 李江林 通讯员 葛鹏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