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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何飞燕 通讯员 袁航

本报讯 1月 6日，我县 200
余名中小学生以“美丽象山”为主

题，在一幅百米长卷上描绘出了
自己心中的家乡。

画笔下面，既有乘风远航的
远洋巨轮，又有一城独秀的文峰

塔、长虹飞架的象山港大桥……

孩子们展开想象、泼洒丰富的水
彩，把最真实、最梦幻的创意，一
一呈现在百米长卷上。据活动负

责人介绍，举办这次“笔会”是孩子

们对家乡建设的一种积极响应，
也是童真世界的一次斑斓展示。

（记者 黄美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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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孙建军

本报讯 昨天，全长 5.42公里
的花岙岛环岛主干道提升改造工程
正式开工，这标志着花岙岛生态岛
礁建设项目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

位于三门湾口东侧的花岙岛
素有“海上仙子国、人间瀛洲城”
之称，因独特的火山岩地貌与海
蚀海积地貌景观，先后获批国家
级海洋公园、省级地质公园。2016
年 6月，花岙岛生态岛礁建设被
列为宁波市“蓝色海湾整治行动”
重点项目，计划通过对海岛生态
修复，复原自然风貌，恢复退化的
生态功能，促进宜居海岛建设，逐
步实现“水清、岸绿、滩净、湾美、
岛丽”的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目标。
该项目总投资 1.76亿元，其中中
央补助资金 1.5亿元，这也是迄今

为止我县争取到的最大一笔中央
资金项目。

据悉，花岙岛生态岛礁建设项
目主要包括岛体整治与修复、生态
旅游和文化保护建设、珍稀濒危和
特有物种及生境保护、海洋监视监
测站点建设、生态环境本底调查 5
项内容，涉及沙滩整治与修复、天
作塘保护与修复、环岛生态绿道建
设、环岛主干道提升改造、垃圾无

害化处理站建设、海域生态环境调
查等 15个建设研究项目。

为顺利实施该建设项目，我县
已成立专门领导小组和项目指挥
部。据介绍，此次开工的环岛主干
道提升改造工程将对公路隧道进
行亮化美化，对沿途景观设施进行
全面升级，打造高颜值的滨海旅游
公路。其他项目工程也将在近期
陆续开工，力争年底全面竣工。

记者 孙建军

本报讯 1 月 4 日下午，县委
书记叶剑鸣在专题调研“红美人”
柑橘产业时强调，推进柑橘产业转
型发展是我县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重要内容。要坚定信心，抓住
机遇，创新方法，主动出击，做大
做强做深做透柑橘产业，使之成为
现代农业、效益农业的典范。县领

导孙小雄、干维岳参加调研。
叶剑鸣一行先后到宁波恒和果

业有限公司、象山合心果蔬专业合
作社、象山柑橘博览园进行实地考
察，详细了解柑橘种植和市场销售

情况。近年来我县着力优化柑橘品
种结构，“红美人”柑橘产业快速
发展，取得明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农民种橘热情高涨。目前全县
“红美人”种植面积达 8500 亩，
投产面积占到全省的七成以上，亩
均收入最高可达 20万元。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叶剑
鸣与县、镇干部和柑橘种植大户进
行深入交谈，认真听取大家对“红

美人”产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在
充分肯定我县“创新培优”推动柑
橘产业转型升级、带动一方百姓增
收取得的成绩后，叶剑鸣指出，柑

橘产业作为象山农业的主导产业，

如今正迎来发展的关键时期。各级

各部门要凝聚共识，抢抓机遇，把
“红美人”产业发展作为发展现代
农业的突破口，既尊重市场规律，
又加强政府引导，用好“无形的

手”和“有形的手”，推动柑橘产
业提质增效。

叶剑鸣强调，要以农业供给侧
改革为导向，以改革创新为核心
动力，用新理念、新思想、新观

念指导柑橘产业转型升级。要强
化种质资源保护，加强良种选育
攻关，大力推广标准化生产技术，
不断提升柑橘品质。要围绕提高
组织化程度，着力推进商业模式

和管理模式创新，积极引进和培
育新型经营主体，加大品牌创建、
运营和宣传推介力度，更大范围
打开销售市场，提升象山柑橘的
文化品味和影响力。要进一步完
善柑橘转型升级的扶持政策，加
大督查考核力度，不断提高政策
的精准度和有效性。相关部门要
强化服务意识，积极帮助和指导
农民开展柑橘产业转型工作，帮

助解决实际问题，合力做好柑橘
产业链延伸这篇大文章，促进一、
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不断
提高柑橘产业综合效益，推动柑

橘产业跨越式发展。

记者 陈益

本报讯 1月 5日上午，县委书记
叶剑鸣在专题听取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和厕所革命工作汇报时强调，要全面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处理、厕
所革命相关指示和全省生活垃圾分类
处理工作动员会精神，迅速建立完善生
活垃圾分类处理和厕所革命工作机制，
加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生动样本，努
力走在全省前列，做出示范表率。副县
长周坚栋、钮晶莹等参加汇报会。

在听取全县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农
村生活垃圾示范县创建、相关镇乡生活
垃圾分类处理试点及厕所革命工作开
展情况汇报后，叶剑鸣指出，生活垃圾
分类处理和厕所革命涉及千家万户，是
民生关键小事，也是社会发展大事。做
好这两项工作，象山有基础、有条件，各
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负起责
任，扎扎实实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和
厕所革命工作取得实效。

叶剑鸣要求，要以垃圾减量化、资
源化和无害化处置为突破口，立足我县
实情，综合各方因素，深化研究、充分论
证，对垃圾处理方式进行深入剖析，选
择最优处理方式。要加快建立工作机
制，厘清责任主体，列出任务清单，坚持
上中下游一起抓，前中末端同推进，确
保实现“一年见成效、三年大变样、五年
全面决胜”的总体目标。要根据城乡差
异，分类指导、综合施策，加快建设一批
垃圾处置项目，同时及时总结经验做
法，创新改进垃圾处置工艺技术，全面
补齐这一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的短板。

叶剑鸣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切实
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把垃圾分类处
理和厕所革命作为检验为民办事、锤
炼工作本领的大舞台，进一步提高工
作标准，严格落实工作措施，确保每个
环节无缝对接、高效规范。要充分发挥
村（社区）的积极性，注重奖惩结合，强
化宣传发动，营造浓厚氛围，全民行动
起来，共同打赢垃圾分类处理和厕所
革命攻坚战。

叶剑鸣在调研“红美人”产业时强调

抓住机遇 强力推进 做大做强柑橘产业

建设平安象山

建设环境专项整治

记者 陈柳伊 通讯员 贺恺

事 件

近日，我县查处一起建设领域
敲诈勒索案件，涉案当事人被公安
机关刑事拘留。

2016年 11月初，新桥镇村民
林某某（男，50岁）、韩某某（男，45
岁）、林某（男，50岁，）、董某某（男，
47岁）等四人以言语威胁的方式向
镇域内某景观长廊工程的包工头实
施敲诈勒索。后者迫于威胁，交给四
人人民币 1万元。
目前，该四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

敲诈勒索，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短 评

非法阻工人员法律意识淡薄，
为贪图一时私利，不仅扰乱我县建
设环境秩序，也因此付出了高于金
钱的代价。
重点项目建设为我县经济发展

提供强劲的动力引擎，事关经济
社会发展全局，更事关老百姓的
切身利益。目前，我县招商引资、
项目建设等工作全面铺开，各个
工地都呈现出如火如荼的建设景

象，广大人民群众欢欣鼓舞，满怀
期待。

然而，仍有极少数人为了追求
个人不法利益，妄图用阻拦施工或
强揽工程等方法达到违法目的，扰
乱公共秩序，破坏社会稳定，侵害了
公众利益，延缓了重点工程的建设
工期，其行为已触犯法律，必将受到
法律的严惩。
自去年 3月份以来，我县全面

开展建设环境专项整治，排查涉及

重点工程建设的矛盾纠纷和不稳定
因素，深入挖掘近十年内的所有线
索，依法从严处理各类非法阻工行
为，极大震慑了一批违法犯罪分子，
有力净化了我县建设环境。

今后，我县仍将对项目建设过
程中的“拦路虎”坚决予以打击，对
项目推进过程中的“绊脚石”坚决取
缔铲除，进一步优化我县重点工程
建设治安环境，助推宁波现代化滨
海城区建设。

县公安局破获一起建设领域敲诈勒索案件

百米长卷画出“美丽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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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港湾”整治打造美丽海岛

花岙岛生态岛礁
建设项目昨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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