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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NGHE XINWEN综合新闻

本报讯 （记者 章莉 通讯
员 汪洋） 近日，为进一步助推艺
术振兴乡村，宁海农村商业银行向大
佳何镇葛家村授信“文旅贷”，贷款额
度 5000万元，通过金融资源引流作
用，推动文明与艺术、乡村与旅游的
深度融合，助力打造艺术特色村。

在艺术振兴乡村工作中，不可

或缺资金、人才、政策等多要素的整
合。其中，宁海农商行在金融资源
撬动艺术文化旅游增值方面扮演着
重要角色。

今年以来，宁海农商行积极推进
“党建+金融”服务模式，根据不同区
域和产业特性，通过红色联盟、小微
联盟、电商联盟、文旅联盟、消薄联

盟、社区联盟等六大党建特色联盟，
将党建工作与金融服务融入地方党
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如与县红色教
育基地岔路镇梅花村建立党建联盟，
创新“红心贷”金融产品，助力红色旅
游文化打造；在“葛洪文化节”上向葛
洪文化发祥地——岔路镇湖头村专
项授信贷款1亿元，推动文旅融合发

展，助力旅游生态文化建设。以及此
次与大佳何镇建立党建共建“文旅”
联盟，创新“文旅贷”助力艺术振兴乡
村，都为推动艺术和产业、环境、文
明、生活，以及文化与旅游、文化与产
业的高质量融合提供了强有力的组
织保障和金融支撑，从而让艺术更有
魅力、让旅游更有深度。

授信5000万元“文旅贷”

宁海农商行金融支持艺术振兴乡村再发力
本报讯 （通 讯 员 王 剑

佳） 日前，为进一步帮助全乡党
员和全校教师全面准确地理解《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学习纲要》，胡陈成校邀请宁海
广播电视大学校长童富军，作了一
堂“如何读懂一本书”的专题辅导
课。

童富军围绕“为何要读懂这本
书”和“如何读懂这本书”两个核心

问题展开。考虑到学员的接受能
力，他不仅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作了
概括，而且对这一思想的基本精
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在全书中
的分布作了提示。据悉，本期为全
乡党员集中轮训班第二期，共有
120余名党员参加了这堂辅导课，
胡陈成校全体教职工也旁听了这
堂辅导课。

胡陈成校举办“读懂一本书”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 张春涛）
金秋时节，旗门港畔，橘香四溢，我
县著名早橘品种“由良”蜜橘进入盛
采期。据了解，当前市场价格比去
年略高，预计总产量略低于去年。

环境秀丽的旗门港畔，北岸沿
港的一市镇武岙村背山面海，光照
充裕、海风盈盈，是浙东名特柑橘

“由良”的标志性产地。每年10月中
旬到 11月中旬，是“由良”上市的日
子。昨日，笔者走进武岙村，这里的
100余亩柑橘标准化基地一派丰收
盛景：漫山遍野的橘子树被累累硕
果压弯了腰，在阳光的照耀下，与淳
朴悠然的农家小院、清新秀丽的旗

门港构成了一幅绝美画卷。
在半山腰，县锡金家庭农场负

责人郭锡金正在采摘早熟的由良蜜
橘给我们品尝。据郭锡金介绍，这
些早熟的由良蜜橘是嫁接在具有四
五十年树龄的“宫川”橘树上的，共
有 1600多棵。由于老树树大年久，
根系发达，营养充足，相比年轻橘树
产出的口感会更好，甜度会更高，水
分会更充足。这些树即将进入盛产
期，目前产量还只有少量，再过一个
星期就会有大批量上市了。

武岙蜜橘是宁海最好吃的蜜橘
之一，所产蜜橘皮薄肉脆、汁多味
甘、形美色艳，化渣性好。问起缘

由，郭锡金指了指山下的鸡鸭说，在
他建设的生态养殖基地里，通过科
学管理，将山鸡放养到山上橘林，海
港边放养海鸭子，鸡鸭排出的粪便
发酵制成有机肥供给橘林使用，这
样形成全生态纯天然无公害化种养
殖，使得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丰
收。“今年我们的由良蜜橘比去年的
还要甜，通过使用有机肥和测土配
方，在口感、质量、外观等方面都取
得比较好的变化。”郭锡金笑着说。

笔者了解到，今年由良蜜橘从
10月 12日开采，目前每斤收购价为
6 元至 10 元之间，比去年稳中有
升。郭锡金说，今年是橘子小年，加

上前期温度比较高、干旱，所以今年
由良蜜橘个头比较小，产量相比去
年要减产一万余斤。

据悉，一市镇在柑橘产业狠下
功夫，通过横向拓宽、纵向延伸的手
段，大力发展扶持柑橘产业，形成特
色柑橘品牌与产业链，切实为老百
姓增收致富。目前，该镇共有 2000
多亩柑橘，除了主打的由良蜜橘和
传统的宫川橘外，近些年还多样化
改良发展，结合红美人、椪柑、丑八
怪、血橙等特色品种，建成多个标准
化柑橘基地，形成独特的柑橘产业
链。

我县早橘由良蜜橘迎来盛采期
当前市场价格比去年略高，预计总产量略低于去年

本报讯 （记者 何莎莎 通
讯员 季彬彬） 四语标识、水纹玻
璃、木纹漆板……这些关键词构成
了即将落地的宁海森林温泉旅游度
假区的最新导向系统。日前，中国
美术学院城乡统筹综合研究院、杭
州泰利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再一次来
到深甽开展现场核查，加快推进标
识导向系统落地见效，预计最快今
年年底，度假区有望全面提升标识
导向系统，添上一道新的靓丽风

景。
据介绍，标识导向系统作为传

递景区信息的服务系统，是景区使
用功能、服务功能及游览信息的载
体，也是旅游景区服务设施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温泉景区作为深甽这
个省级旅游风情小镇的“主打歌”，
也是宁海这个全域旅游城市的“金
名片”，每年接待数十万中外游客，
景区公共服务设施显得尤为重要。
为此，管委会邀请城乡空间美学一

体化营造创导者和实践者——中国
美术学院城乡统筹综合研究院、杭
州泰利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对度假区
标识导向系统作整体规划设计提
升。经数次现场勘查、反复修改调
整，最终形成了设计定稿。新的标
识导向系统选取透明水纹玻璃、不
锈钢木纹漆板等材质，采用中英日
韩四语标识，结合温泉、森林、古村
等景观文化特色，充分体现标识导
向系统的规范性、准确性、清晰性、

统一性，计划于 2019 年底投入使
用。

眼下，深甽已经全面进入了创
建时间，为更好地创建省级旅游风
情小镇、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提升游
客的体验感，管委会将持续完善服
务功能，加快发展乡村旅游，为全力
打造具有国际水准的温泉度假养生
旅游目的地夯实基础。

让标识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宁海森林温泉管委会提升导向系统打造品质景区

本报讯 （见习记者 赵祎
慧 通讯员 章亚萍） 近日，为
加强我县传统戏曲的保护传承，全
面展示我县地方戏曲风采，同时做
好 2019年度民间人才的挖掘保护
工作，县地方剧种平调、三坑调演
唱比赛在梅林街道河洪村举行，共
有 17支平调、三坑调演唱团队参
加。

宁海平调、三坑调是我县古老
的地方戏曲剧种，曾是浙东宁海、
象山、三门一带人民精神文化生活
的一部分。它们都有着“前唱后
帮，锣鼓助节，不托管弦”的共同表
演特色，且都用宁海方言来念白和
演唱，带有浓郁的地方民歌色彩，
深受当地的市民喜爱。

据悉，2006年宁海平调被列入
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8年三坑调被列入宁波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这两者的传
承发展情况都不容乐观，均在濒危
剧种范畴内。尤以三坑调为甚，目
前仅在岔路、桑洲、一市等地还有
流传。

为呼吁更多人加入三坑调剧
种的保护工作，本次比赛在之前挖
掘、整理地方剧种的基础上，通过
地方剧种展示，以唤起人们对传统
剧种的回忆，激发保护地方文化的
热情，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接下
来，县非遗与文化产业促进中心还
将在原先平调保护基础上，开展对
三坑调、乱弹等相关资料挖掘和整
理，加强传承队伍培养，让地方剧
种欣欣向荣，成为宁海对外文化交
流的亮丽名片，彰显“戏曲之乡”风
采。

助力传统戏剧保护

地方剧种进行演唱大比拼

本报讯 （记者 卓佳洋 通
讯员 罗静） 10月 9日，县文联
和天台县文联共同举办“海天一
色”宁海、天台书法交流展，以进一
步加强宁海、天台两地间文化交流
和协同发展，提升两地书法艺术水
平。展览在县潘天寿艺术中心三
楼展厅展出。

天台、宁海文脉相连，习俗相
近。此次两地艺术家走到了一起，
共同举办书法大展，为两地人民提
供了一次文化盛宴。两地推出了
70 件书法作品,以爱国爱乡为主

题，以本地山水、人文诗词佳句为
创作内容，讴歌新中国成立 70周
年来的发展变化。

在“海天一色”天台——宁海
书法交流笔会上，两地书法家把习
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用典通过书法
的艺术形式展现出来，共创作了30
余幅书法作品，并将现场创作的书
法作品捐赠给梅林街道花园社区
和深甽镇龙宫村。两地书法家把
感悟流露笔端，不忘为人民谋幸福
的初心，以书法艺术展现社会主义
文艺，展示文化自信。

文艺展自信 笔墨沁人心

宁海天台书法交流展举行

本报讯 （记者 曹维燕 通
讯员 朱晓蕾） 10月 10日，县工
商联(商会)召开主席(会长)会议,总
结回顾上半年工作成效，安排部署
下半年重点工作。

近年来，县工商联紧紧围绕县
委、县政府中心工作，牢牢抓住“两
个健康”工作主题，充分履行商会
职能，发挥优势，精心服务，夯实基
础，积极推进工作创新。县内、异
地商会建设成效明显，并依托异地
商会，招引项目 13个，投资额近 50
亿元，目前在谈项目达 6个。与此
同时，深入推进亲清家园建设与访
百企行动，提升服务企业的实效，

构建优良营商环境。目前，已走访
商会、企业 100余家，累计协助解
决问题 20余个，并撰写相关调研
报告，报送上级部门，纾解企业发
展难题。会议还就设立工商联（商
会）专委会有关情况、2019年执常
委体检安排和对执常委以上企业
开展企业体检的方案进行了研究
讨论。各与会工商联副主席、商会
副会长还对工商联各项工作提出
了意见和建议，表示将在今后的工
作中，共同参与、共同努力，形成抱
团合力，深入推进工商联全面发
展，把商会建设得更加富有生机和
活力。

推动工商联事业全面发展

县工商联（商会）主席（会长）会议召开

近日，桃源街道泉水社区党支部利
用外出党员回家探亲之际，为党员“开小
灶”补党课，让外出党员真切感受到“组
织始终在身边”。今后社区还将创新方
式，利用微信、QQ等平台，改“补课”为
按课表“上课”，实现外出党员教育管理
常态化，引导外出党员做合格党员、当干
事先锋。

（通讯员 潘雪玲 摄）

离乡不离党
流动不流学

上班时间（周一至周五）：
上午8:30—11:30 下午2：00—5：30
地址：宁海县时代大道160号宁波银行大厦2楼218室
咨询电话：65577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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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字楼优惠出租/出售

位于宁波银行大厦23层写字楼四间，面积
共362㎡（可分间出售或出租），价格从优。

电话：13605786891（吴先生）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宁海花漫里鲜花店

房屋租售
受委托，本公司定于2019年10月29日下午2时在宁海

天河温泉大酒店三楼会议室举行公开拍卖会，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位于宁海金檀路 95号(1-4)商业用房，
证载建筑面积214.48㎡，另无证车库建筑面积约2㎡。起拍
价：200万元，保证金：20万元。

标的过户所涉及的相关税费，按国家有关规定各自承
担。

二、看样展示：即日起至2019年10月28日止，竞买人

可自行前往实地看样，或与本公司联系集中看样。
三、竞买办法：竞买人须于2019年10月28日下午4时

前将保证金缴入本公司指定账户(户名：浙江华夏拍卖有限
公 司 ， 开 户 行 ： 农 行 曙 光 支 行 ， 账 号 ：
39159001040008036)，并在 2019年 10月 28日下午 4时 30分
前持有效证件和保证金缴款凭证到本公司办理拍卖登记手
续。

四、联系电话：87848565 13738859868
五、联系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兴宁路47-8号六楼。
未尽事宜详见公司网站http://www.nbhuaxiapm.com及

本场拍卖资料。
浙江华夏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宁海县公路运输有限公司 车队宁海县公路运输有限公司

66928888 13732136971
商务公务包车（6座、20座、16座、
39座、45座、53座、60座、70座）

（微信手机同号）

宁海中青旅车队
商务公务包车
（6座、19座、31座、39座、53座）65261111 13906605322

商务公务包车
（19座、29座、39座、45座、53座）

13989393993 13989331111

明思教育

电话：81519999
地址：中山东路178弄9幢（星海中学斜对面）

专注初中学科培优
大鱼馆餐饮

宁海味道 匠心铸就 品牌老店 不忘初心
老缑城文化主题餐厅（三店宁昌路86号) 美食热线：65222666
大鱼皇府至尊店（北斗北路289号） 美食热线：25595555
会展中心海鲜城(金水路333号） 美食热线：13216687777
竹口桃源店（科技大道2号） 美食热线：13023775888 18888695558 15336660229

新正企业

求购厂房

遗失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