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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造“象山铁军” 勇争一流作贡献

通讯员 陈勇 金家扬
记 者 金旭

在象山振兴崛起、追赶跨
越的关键阶段，我们需要一支
怎样的干部队伍？县委书记叶
剑鸣在打造象山铁军动员大
会上给出答案，“加快打造一
支‘铁血忠诚、铁肩担当、铁心
做事、铁面无私’的象山铁
军”，道出了时代的呼声和群
众的期盼。

我县是全市乃至全省海
洋资源最丰富的县，有海洋
经济优势、特色工业优势和
文化旅游优势。随着沈海高
速甬台温复线明年全线贯
通，以及争创国家级海洋经
济发展示范区，全县又迎来
了“同城时代”“高速时代”

“海洋时代”的机遇。
面对未来五年我县“加快

崛起的机遇期、爬坡过坎的攻
坚期、大有作为的窗口期”，全
县广大干部将勇于扛起历史使
命，勇立潮头、勇争一流，贯彻
落实县委《关于从严加强干部
队伍建设，全力打造象山“铁
军”的意见》，铁血忠诚，忠于
党、忠于人民、忠于事业，切实
做到不忘初心为民干；铁肩担
当，激发敢争一流的豪气、攻坚
克难的勇气、开拓创新的锐气，
切实做到撸起袖子加油干；铁
心做事，脚踏实地抓落实、事不
隔天抓落实、功成不必在我抓
落实，切实做到心无杂念踏实
干；铁面无私，敬畏组织、敬畏
法纪、敬畏权力，切实做到心存
敬畏干净干。

水有源，故其流之不穷；木有根，

故其生之不穷；共产党人有坚定的理
想信念，故其涌之对党绝对忠诚。

2016年，由象山 86名警察组
成的宁波市公安局峰会安保特援队
第八方队，奉命出征杭州 G20 峰
会。8月 5日至 9月 6日，历时 31
天，在进入峰会核心区的咽喉地带
执勤。

炎炎夏日，脚下地表温度在
45益以上，头上赤日当空，身上穿
戴、挂背着十几斤重的防弹衣和警
用装备，特别是每天十二小时的轮
岗执勤，白天烈日暴晒，夜间蚊虫叮
咬，体力消耗巨大。

这支特别能战斗的第八方队，
在临时党支部的领导下，以“责任在
我肩上，使命在我心中”的豪情，领

导干部以身作则，全队上下团结一
致，查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 220
名，逃犯 7名,以最佳的执勤形象和
出色的管控成效，得到了峰会安保
指挥部领导的充分肯定。3名队员
火线入党，方队被评为省、市平安护
航峰会先进集体。
大禹鼎杯，全省五水共治的最高

荣誉。当杯在“五水共治”办同志们手
中传递时，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辛劳
化作了欢笑，同样高兴的是爵溪街道
整治燕山河的干部们。曾几何时，久
治不愈的燕山河，“掘地三尺，都是黑

水”，成为爵溪人心中的“痛”。面对上
级下达的治河期限，燕山河河长、街
道党工委书记朱海成和街道主任王
云峰立下军令状：不按时治好燕山
河，请求县委处分。污染在河中，根源

在岸上。排查确定企业排污管线渗漏
是主要根源，杨宏宇、史久磊、陆吉波
三位街道副主任各带一个任务组开
始了治河大决战。企业排污暗管改明
管；总排污管引进“非开挖修复翻转
技术”内衬堵漏；河道淤泥清挖除污，
对症下招，招招见效。历经 100个日
夜奋战，称之为全省最难治的燕山河
彻底换新貌。

2014年获评全省首批“无违建
创建先进县”、2015年获“基本无违
建县”；2017 年 4 月获评 2016 年
度首批 6个“无违建县”之一，象山
“三改一拆”工作三年迈出三大步。

这支从事“三改一拆”工作的队
伍，以政策法规为先导，以领导干部
包镇包乡、联村入户落实责任，由领
导、例会、蹲点、媒体、社会等方面构
成“五督”体系，在全省率先推行了
“一户多宅”集中整治、村庄梳理式
改造的“象山模式”。全县累计完成
旧住宅区、旧厂区、城中村改造建筑
面积 440万平方米，拆除违法建筑
539万平方米。石浦镇番西晒鲞场环
境脏乱差、违建连片，该地块云集 67
家无证作坊，建筑面积 6万平方米，
晒场 14 万平方米。石浦镇党委委
员、原县综合执法局石浦分局局长
沈泳波带领拆违小组，明确拆违任
务、时间节点，面对经营户的不配
合、不支持，甚至谩骂，沈泳波总能
保持耐心做思想工作，顺利完成拆
迁任务，现在该地块已成为石浦汽
车东站，城镇面貌得到较大改变。
对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令必行，

行必果，这就是对党的事业的忠诚。

“担当”是领导干部的本质。锻

造一支敢于担当的领导干部队伍，就
是抓住了新时期开拓发展的“牛鼻
子”，找到了助推前进的“新引擎”。

面对狭窄小巷，破败小屋，杂乱
环境的棚户区，我县下决心全面推
进棚户区改造，为老百姓营造幸福。
去年 8月 6日，青草巷棚改项目在

规定时间完成了签约，签约率高达
99.77%。县征迁办主任谢湘贤说，
只要我们依法拆迁、阳光拆迁、有情
拆迁，心想群众有担当，高签约率是
理所当然。

丹东街道园西路区块潘姓住
户，因为老母亲年纪大且长期卧床，
出租户怕出意外不愿出租。街道党

人生能有几回搏，我县广大领
导干部响应县委“双驱动、双突破”
的战略决策，将“大脚板走一线、小
分队破难题”化作“大兵团作战、小
分队攻坚”的生动实践，以“虽是搏
兔，亦全其力”。全县干部组成 570
支小分队的大兵团，汇聚“共破难”
的合力，18个镇乡（街道）490个行
政村村村进驻小分队。同时，实行
县、镇乡（街道）、村三级“破难”联
动机制，齐心唱响“协奏曲”。

县派机关干部组建“强基小分
队”，开展“千名干部驻百村、一线
蹲点解难题”活动，要求每月下村
时间不少于 1周，做到所驻村重大
会议、重要活动、重要事件“三必
到”，党员干部、村民代表、重点对
象“三必访”。 原县农办副主任黄
桃女是美丽乡村建设专家，走访了
全县 90%以上的村庄，在她指导
下，溪东、方家岙等一个个美丽乡
村“样板”脱颖而出；县委老干部局
驻西周镇瀛洲村的“第一书记”沈
奂达，面对西瀛大街 20多年拆不
下来的难题，以“勇破难”的韧劲入
户走访，多方协调，目前涉及的 86
户人家中已有 76户配合拆迁。

美丽乡村、三改一拆、五水共
治实干所创造的象山环境面貌的
大变样和象山影视城的大发展营
造的热点，以及农家乐渔家乐的兴
起所展示的象山风情，使全县旅游
业实现大飞跃。2016年，我县旅游
收入已占到全县 GDP的 20%强。

作为文化产业和服务业的龙
头企业，《琅琊榜》《芈月传》……象
山影视城“孕育”了一部部热剧，同
时，又创造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奇
迹”：2016年，产业区经营总收入

9.17亿元，接待游客 178万人次，
落户企业 375 家，驻城拍摄剧组
107个，影视城品牌价值达 26.7亿
元。先后获得市级文化创意产业园
区、市级特色小镇、全国海洋文化
产业示范基地和全国 4A级景区。

2010 年，党工委书记、管委会
主任陈建瑜“临危受命”组建新团
队，立志在他们手中让影视城走出
象山、名扬中国。

他们分工合作，以 6 年不到
5000万元的小投入，撬动影视城不
可思议的大发展。

今天，30万平方米摄影棚雄踞
全国第一；驻城剧组数量全国第
二；旅游门票在全国影视基地景区
中前三，影视城进入全国第一方
阵。短短六年，影视城实现了几何
级的跨越，他们梦想成真。

良禽择木而栖，如果把企业
比作凤凰，凤凰必择梧桐而落。
在当前经济增长持续乏力的大环
境下，我县工业线的党员、干部
面对的是“种好梧桐树”的考验。
扶强扶优企业、完善投资环境、
提升对企服务，各个工业部门在
县委县政府的带领下，以“筑巢
引凤”的对策，为象山经济进一
步腾飞夯实基础。

西周是象山的工业强镇，这里
有华翔这样的大型企业，更多的是
星罗棋布的小微企业。镇党委政府
从精准服务小微企业增后劲、上规
模入手，银企对接、进集聚区创业，
促进小微企业发展，2016年华民汽
配等五家企业实现了小升规。2016
年西周被评为浙江省百亿级工业
强镇第 11位，位列宁波市第一。

贤庠镇党委政府以“四大对

接”的招商模式和保姆式的服务为
抓手，形成了以企引企、以商引商
的良性循环，五年来共引进千万元
以上项目 29个，其中亿元以上项
目 11个，获县招商引资工作金奖
四连冠。副镇长庞伟总是招商工作
的骨干力量，收集信息、主动对接、
诚意待客、真心服务，由此招来德
克尔、普思拓、华翔东方等一批金
凤凰飞落贤庠。为此，连续 10年获
得县“十佳招商员”荣誉。

以新装备、海洋生物、新材
料、新能源、汽配模具、时尚针
织为代表的 6 大产业振兴结构初
步形成，象山跻身省工业强县第
二梯队。

梧桐开始成林，凤凰落枝蓄
势展翅。同样实干的还有众多甘
于奉献、扎实工作的领导班子，
民政局、农林局、市场监管局、
国土资源局、教育局、婚丧礼俗

整治办公室、鹤浦镇等单位，不

仅市对县考核名列前茅，还获得
了全国双拥模范县、农村集体
“三资”管理示范县、浙江省基本
实现教育现代化县、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创新奖、先进基层党组织
等金字招牌和荣誉，象山因为他
们的实干而更加精彩。
不忘初心、信守诺言，是耕

海牧渔的象山人血脉传承的基因。

勇立潮头、搏浪讨生是敢闯敢拼
的象山人生生不息的胆魂。这里，
象山共产党人用他们的血与肉铸
就了对党的忠诚，牢记习总书记
“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
前进”的期冀，重温曾经在党旗
下许诺的铮铮誓言。以“铁军”
的精神风貌，深刻把握时代发展
趋势，站在建设宁波现代化滨海
城区的高度，不负时代所赋、不
负群众所盼、不负使命担当。

力量来自忠诚

担当源自责任

工委副书记项跃波为他挑起了找
房的重任，东找西寻，帮他找了间
县房管处的房子，让他高兴签约顺
利过渡。

丹西街道油车巷项目有 20户
抱团，指望“晚来和尚吃厚粥”。街
道组织委员干永明听说其中有一
人要去宁波办急事，乘机以顺风车
的名义专程送他。车上交心沟通了
一小时后，改变了这个人的想法，
第三天他带着 20户抱团的人，高
高兴兴签了约。

实现 100%签约，这是东陈乡
党委副书记应建宁心中的小目标，
他们以调查摸底、舆情引导、真情
换心的巧方法，仅用 30天完成了
东湾项目 115 户征迁户 100%签
约，交了一张高兴的答卷。

在象山，高兴事高兴办有高兴
结果，这是棚改团队的处事观念和
目标追求。截至去年底，我县共征
迁 9 个区块项目，平均签约率为
99%，1867户居民实现乔迁之喜。

穿着白大褂、背着双肩包，30
年来行走在猪舍鸭棚间给禽畜治

病，帮助养殖户脱贫致富，养殖户
都叫她“陈师傅”的县畜牧兽医总
站站长陈淑芳，创新“猪进小区”
“水禽上岸”等养殖方法，实现了养
殖与生态共赢。

2009 年，她丈夫调往宁波工
作，为了事业她没有一同前往。
2011年，女儿考入宁波重点中学，
组织上照顾她去宁波工作，她很开
心。但是当她看着七个由她接到家
中抚养的孩子，今后无人照料，还
有养殖户恳请她留下的期望，她犹
豫了，征得爱人和女儿支持，她留
下了。

在亲生女儿与七个需要帮扶
的孩子之间，她选择了对弱者的担
当；在家庭与广大养殖户之间，她
担起了帮扶养殖户实现“致富梦”
的责任。2016年，她获得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

甬台温高速复线，关乎象山未
来的重点工程，有了这条沿海高
速，象山将一跃成为经济发展的
“黄金走廊”。墙头镇、茅洋乡、新桥
镇、定塘镇等沿路乡镇党委政府，

在县委县政府的统一部署下，面对
交通发展带来的历史性机遇，以高
度的事业心，敢于担当的使命感，
组织精兵强将参与属地工程保障，
确保致富路尽早建成。

偌大的工程建设，会产生各类
矛盾，茅洋乡人大副主席张安伟把
疏解矛盾放在首位。溪口村一村民
家的茭白田因施工被水淹了，村民
火冒三丈，张安伟立刻联系施工项
目部，调来挖掘机，挖开水渠，及时
把田里的水排干净，矛盾随之烟消
云散。此外，无论青苗补偿、村道改
道、还是迁坟移葬，经过他的协调，
都能顺顺当当完成。

两个工程项目，17.9公里施工
路程、1230亩征迁土地、1200余座
移葬坟墓，对于新桥镇人大副主席
任海彬和镇征迁办的工作人员来
说压力山大。任海彬坚持该快则
快，该慢得慢的工作原则，石浦高
速新桥连接线工程 700 多户农户
1200多个地块的分户丈量和 4 万
多株枇杷、桂花树等青苗评估，700
余座坟墓迁移，仅仅用了三个月时

间。而黄公岙村涉及到 8户人家 6
分地的土地权属划分，却用了整整
一周。任海彬认为细节决定成败，
正是因为细节让村民满意，才有了
工作局面的快速打开。

定塘镇人大副主席林坚冰，充
分利用自己是老定塘人的地缘优
势，在两个工程项目推进中，左牵
项目业主、施工单位和上级主管部
门，右连村民、村级班子，多次召开
工程建设协调会、村干部协调会等
20余次。靠诚意，比耐心，疏人脉，
顺利完成马漕线改建工程沿线 6
个村 480 亩土地征用以及青苗清
点，千余户农户的征迁补偿，确保
工程无障碍施工。

在重点工程建设中，坚信人生
没有停靠站，退出现职领导岗位的
沈启英，2015年担任县重点工程指
导督查组组长，专项督导重大项目
38个。共走访责任单位、业主单位
以及项目现场 200余次，排摸问题
30余个，化解矛盾近 20起。2015
年，他获得县重点工程“争先创优”
立功竞赛优秀个人称号。

实干为了人民

手拉手参与平安建设 心连心共享安居乐业

县婚丧礼俗整治工作志愿者在一起讨论学习相关文件

在野一打三整治冶行动中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丹东所在城东市场检查水产摊位
进货票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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