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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庚子年八月十一
廿二寒露

记者 周韵健 通讯员 吴媚媚

近日，在浙江宁海抽水蓄能电
站项目的一处施工现场，工人们正
在大桥上进行桥面浇筑。“这是进场
公路的一部分。目前营地至库区的
公路已全线贯通，预计国庆期间具
备通车条件。”国网新源浙江宁海抽
水蓄能有限公司总经理马明刚告诉
记者，进场公路进入“扫尾”阶段，水
库主体工程也全面铺开，下水库大
坝、地下厂房等均已开挖，项目稳步
推进、进展顺利。

该项目总投资 79.5亿元，是宁
波首个大型抽水蓄能电站。项目从
规划设计、施工组织、施工环境等方

面全方位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全力
打造绿色工程、美丽电站。同时，电
站建成后将承担浙江电网的调峰、
填谷、调频、调相及事故备用任务，
我县更将依托良好的自然资源和基
础条件，带动茶山区域整体的生态
保护与旅游开发，走出一条保护与
发展并重、生态与经济共赢的绿色
发展之路。

从水电到风光水齐头并进，近
年来，我县依托丰富的太阳能、水
能、风能等资源，大力发展以光伏、
风能、水电为代表的清洁能源。在
北部湾区建设省级重大项目宁海抽
水蓄能电站，在西部山区建成和在
建四座总库容达 3.6亿方的大中型
水库，在东部滩涂建成全省首个百
兆瓦级的“渔光互补”项目，我县清
洁能源产业四处“开花”。其中，“渔
光互补”项目总投资 7 亿元，占地
4200亩，总装机容量 9.9万千瓦，通
过“上发电、下养鱼，一种资源、两个
产业”的集约发展模式，年养殖收益

约 3000万元，年发电量约 1亿千瓦
时，实现了互融互补发展。除了稳
步推进地面光伏发电项目，我县还
积极响应浙江省加快光伏应用和百
万家庭屋顶光伏工程计划，在县内
开展屋顶分布式光伏应用推广，坚
持政府引导、市场为主的原则，进一
步规范光伏投资企业，严把光伏产
品质量，分布式光伏应用实现跨越
式发展。截至 2019年底，已累计实
现并网发电项目 5156个，装机容量
达到 14.28 万千瓦，年发电量可达
1.26亿千瓦时。

在大力开发建设太阳能、风能
等可再生能源的基础上，我县着力
探索海岛离网型风光互补系统、天
然气冷热电三联供等独立的分布式
清洁能源项目；鼓励企业发展生物
质成型燃料，解决秸秆、废弃林木、
竹屑木屑等生物质废弃物的综合利
用；利用燃煤电厂的余热，引进了供
热企业，对周边园区实施集中供热，
淘汰高污染燃料锅炉；还通过争取

中央资金为大型畜牧养殖场建设了
沼气发电工程，提高综合利用效率。

截至 2019年底，我县已形成清
洁能源装机容量 39万千瓦，年发电
量超过6.4亿千瓦时，其中小水电装
机 4.29万千瓦，年发电量约 1.04亿
千瓦时；风电装机 10.65万千瓦，年
发电量约 2.64亿千瓦时；光伏发电
装机 24.2万千瓦，年发电量约 2.6亿
千瓦时。

我县以加快建设浙江省清洁能
源示范县为契机，大力发展清洁能
源，不仅拉动了地方经济，加快了新
农村建设步伐，完善了基础设施建
设，更为我县的大气污染防治，加快
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按清洁能源年发电量计算，可替代
18万余吨标准煤，与同功率的火电
相比，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年排放
量约 48万吨，减少氮氧化物年排放
量约135万吨，减少二氧化硫年排放
量约 152万吨，年节约用水约 170万
吨。

清洁能源驱动绿色发展

我县低能耗高效益推动能源清洁化

国庆节前夕，城区街头一面面鲜艳的国旗分外耀眼夺目。今年传统佳节中秋节与国庆节在同一天，缑城大街小巷洋溢着浓浓
的喜庆气氛，全县各机关单位和许多市民纷纷悬挂国旗或灯笼、横幅等，共同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记者 李江林 摄）满城尽展“中国红”

本报讯 （记者 何莎莎）
9月 25日下午，省政府召开全省安
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分析研判全
省安全生产形势，研究部署下一步
安全生产工作。县委副书记、县长
滕安达在宁海分会场强调，各级各
部门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
强化执行，狠抓落实，确保全县安
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县委常委、
常务副县长王军海参加。

滕安达充分肯定了前阶段全
县上下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付出
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他强调，要
坚决打好三年行动硬仗。消防安
全方面，重点加强“一危两小”企
业、出租房、民房等场所消防安全
隐患排查整治，开展商场市场、宾
馆饭店、公共娱乐场所、养老院等
人员密集场所检查，努力把重大火
灾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道路交
通安全方面，加强“两客一危”、公
交车、工程车等重点车辆和相关企
业安全检查，加强对重点路段的交
通疏导和巡逻管控，严查酒驾醉
驾、“三超一疲劳”等严重违法行
为。项目施工安全方面，严把工程
安全关、质量关，督促施工单位强
化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确保

工程建设安全有序高效。景区景
点安全方面，提前对景区景点设
施、休闲渔船等进行“体检”，确保
设施安全、游客安全，并通过建立
有效监管机制，尽力避免游客进入
未开发区域。要扎实推进工业低
产田改造。坚持以整治促提升，以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改一拆”为
抓手，加快推进工业集聚区改造提
升工程，实现安全生产和经济发展

“双赢”。要全面压实安全生产责
任。各地各部门“一把手”务必亲
自部署、亲自督办，严格落实企业
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乡镇（街
道）属地责任，督促企业全面排查
安全隐患，形成整改清单，逐项抓
好落实；对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
问题整改不及时的企业，要纳入重
点监管名单，用好执法武器，倒逼
企业重安全、守底线。

同时，滕安达要求，各地各部
门在节前都要集中开展安全检查，
宣传部门要加强宣传，在全社会营
造关心安全生产、参与安全发展的
浓厚氛围。同时，严格落实值班值
守制度，畅通信息渠道，确保全县
人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节日。

滕安达在部署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

强化执行 狠抓落实
确保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本报讯 （记 者 杨 思 敏
通讯员 王怡婷 冯一飞） 昨天
上午，2020宁波市全民健身季“美
丽乡村健身行”活动在西店镇举
行，宁波市体育局副局长徐健，宁
海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励成杰参加
开幕式。

2020宁波市全民健身季“美丽
乡村健身行”西店站活动由宁波市
体育局、宁波市体育总会、宁海县
人民政府主办，现场包括启动仪
式，当地农副产品展示，当地体育
企业运动产品展示，当地民宿、旅
游景点、餐饮产品展示，趣味活动
等内容。宁波海斯曼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宁波协生照明工业有限公
司、宁波天林塑胶有限公司等西店

及县内体育产品制造企业展示了
甩脂机、户外照明设备、登山杖等
各种运动器材。

根据市体育局“2020宁波市全
民健身季”活动总体方案要求，“美
丽乡村健身行”宁海西店站活动旨
在激发和满足人民群众健身需求，
拉动体育消费，促进体育产业发
展，展示美丽乡村建设新成果和全
民健身新成就，更好地发挥体育在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作为活
动承办单位，西店镇近年来全民健
身运动蓬勃发展，体育设施不断完
善，群众体育活动精彩纷呈，活动
主办地岭口村被列入美丽乡村精
品村和示范村。

2020宁波市全民健身季
“美丽乡村健身行”西店站启动

记者 屠以撒

异地就业助力精准扶贫，稳岗
就业是关键。晴隆是宁海的东西部
扶贫协作结对县，每年都有不少晴
隆人跨越千里，来宁海寻找就业机
会。

为了让这些晴隆籍建档立卡务
工人员能够在宁海安心就业，一支
由两地扶贫干部、挂职干部等组成
的“乡音”志愿服务团始终在忙前
忙后，帮助他们克服思乡之情、地
域差异和生活工作中碰到的各种困
难，稳在岗位上，真正实现就业脱
贫，其中就有晴隆县信访局副局长
郭思春。

推己及人
组建“乡音”志愿服务团
2019年 10月，郭思春到宁海县

农业农村局挂职，首先“迎来”的就
是生活环境不适应、饮食不习惯等
问题。有了这样的切身体会，她想
到许多晴隆人千里迢迢来宁海务工
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再加上有些
人文化程度低、技能操作差，在企业
只能拿到基本工资，可能会产生离
职回乡的想法。“还有些人普通话不
好、表达能力弱，沟通存在问题，碰
到问题完全不知道该找谁求助。”这
让郭思春很着急。

郭思春为此找到一起在宁海挂
职的梁伟进行商量，决定联合晴隆
在宁海交流的老师、医生等45人组
建“东西部扶贫协作晴隆-宁海

‘乡音’志愿服务团”。为了把服务
做得更细致、更精准，郭思春将服
务团分为 4个小组，每个小组负责
6个企业，为晴隆县在宁波宁海务
工的 369名务工人员开展网格化、
跟踪化服务，帮助其解决困难，促

进稳岗就业。

精心服务
照亮务工人员就业路

“我能够留下来安心工作，多亏
了你帮忙。”9月 10日上午，在宁园
小区里，张胜敏紧紧握住郭思春的
手，感激地说。

张胜敏是晴隆县大厂镇高岭村
人，也是当地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去
年 9月来到宁海务工。由于一个人
在宁海吃住不习惯，再加上在当地
人生地不熟，丈夫又不在身边，她干
了两三个月就想辞职回老家。郭思
春得知这一情况后，第一时间找到
张胜敏，一边安抚她的情绪，一边与
其工作单位得力物业沟通。

进行心理辅导、随时分享家乡
的土特产、一起认识在宁海的老
乡……慢慢地，52岁的张胜敏和郭
思春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也让她
渐渐喜欢上了这座温暖的东部城
市。今年8月，在“乡音”志愿服务团
的帮助下，张胜敏还把远在老家种
茶叶的老公也一起接了过来，两夫
妻都在宁园小区干活。

目前，像张胜敏这样在宁海县
务工的晴隆籍贫困户有 200名，“乡
音”志愿服务团对他们进行了全覆
盖走访，对其中 45名因情绪问题不
愿留在这里工作的贫困户，以“乡
音”交心谈心，最终找准了思想症
结，对症下药，让他们全部实现稳岗
就业。

除了安抚情绪外，郭思春还联
合县人社局，精准对接贫困人员，因
人因材施策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给
予工作上的帮助。来自晴隆县光照
镇的徐国祥今年3月来到宁海，在浙
江双宇电子有限公司从事面板灯操
作。

刚开始，由于不懂得如何安装
电源，他无法适应这里的工作。为
此，郭思春积极联系企业主管，安排
专业的师傅为他进行一对一的精准
培训，让他尽快掌握面板灯的安装。

为务工人员送端午粽子，请老
乡到挂职小院吃家乡菜，去企业指
导务工人员开展党群共建主题活动
……频繁的志愿服务活动，也几乎
占用了郭思春所有的业余时间，但
她乐在其中。 （下转第2版）

一声“乡音”暖心田
——记贵州晴隆信访局副局长郭思春

决战脱贫攻坚 决胜全面小康
扶 贫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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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帆 通讯
员 顾鸿喜） 近日，在桃源街道工
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竹溪村和竹
东村分别召开村民代表会议，依法
表决通过土地征收方案。至此，桃
源二中和桃源区块小学新建工程所
需用地的政策处理工作全部完成。

政策处理问题一直是项目推
进中的难点。然而，从接到任务到
完成政策处理，桃源街道仅用 20
天就超前完成了任务。这“给力”
的工作速度背后，是街道干部攻坚
克难的决心。

据了解，桃源街道地处新城市
中心区，随着城市发展，辖区内的桃
源中学和桃源小学均已无法满足当
地学生的就学需求，新建桃源二中
和桃源区块小学迫在眉睫，并于 9
月初完成规划选址。为确保工程顺
利开工，街道必须在45天内完成红
线范围内 75亩土地的政策处理工
作。为此，由街道党工委书记亲自
挂帅，组成工作专班，合力攻坚。

由于此次征用的竹溪、竹东两
村的土地是集体农用地，也是当地
村民唯一的集体经济来源，且历史

遗留问题多，要做通群众的思想工
作并不容易。眼下正是村级换届
选举选情排摸的关键时刻，工作量
大任务重，但政策处理工作同样一
刻也不能耽搁。

“白+黑”进村入户、“现身说
法”讲解政策、紧盯主要人物做工
作……抢抓时间、攻坚克难，为啃
下政策处理这块“硬骨头”，桃源街
道干部夜以继日开展入户工作，以
争分夺秒的劲头和效率，精准发
力，勇下“先手棋”，敢啃“硬骨头”，
助力项目工程征迁干出“加速度”。

“我们基本上每天都和他们碰
头，每家每户地走过去，有些甚至
走四五趟、五六趟。”桃源街道人大
工委主任郑有能告诉记者，老百姓
其实都是支持拆迁的，只是有时候
思想不通、对政策不了解，必须把
政策和他们讲清楚，多宣传、多沟
通、多协调，百姓都会理解的。

就这样，村干部们一户一户地
上门，给村民解释最新的拆迁补偿
标准，政策讲明了，道理讲清了，村
民的思想也就通畅了。原定 45天
的土地征收时间仅用了 20天就提
前完成了。

下一步，街道将继续进行地上
附着物的清点评估和土地平整，为
项目顺利开展打好基础。

跑出项目攻坚加速度

桃源街道20天完成75亩土地政策处理

走向我们的

“两山”理念在宁海的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