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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值气质双提升
县党政代表团赴丽水遂昌考察
墙头入选宁波最美宜居小城镇 共同推进两地山海协作有关事宜
记者 陈益

记者 何飞燕 通讯员 周于莘
本报讯 近日，宁波市最美宜
居小城镇评选结果公布。墙头镇
凭借优美整洁的宜居环境和深厚
悠久的人文历史成功入选，成为
我县唯一入选的乡镇。
自启动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行动以来，墙头镇按照“墙头老
底片，城镇新客厅”的总体定位，
不断改善城镇环境、提升城镇功
能，实现了城镇建设既“面子美”
。一个个洁美清新的
又“里子美”
村庄，一处处古朴幽雅的老宅，
一条条景色宜人的景观道，墙头
镇正在加快全域景区化的美丽蜕
变。
“这次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我们以景区的标准要求自己，要
求角角落落都干净清爽，还充分
利用花木、盆栽等提升小镇形象
和美化农家庭院。”镇整治办负责
人介绍。该镇以墙头村市级历史
文化名村保护开发为契机，挖掘
“立三学堂”旧址、欧家宗祠、墙
头老街、海山屿等文旅资源，串

点成线，打造具有较强历史文化
底蕴的海湾特色集镇，多维度展
示墙头历史沿革、名人名胜、非
物质文化遗产。
老百姓 真真切 切的 获得 感，
是 环境整治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
该 镇以治水拆违、“四边三 化 ”
为抓手，落实拆违控新长效管控
措施，累计拆违 3.22 万平方米，
6 条小微水体完成整治销号。全
，推进完成
面整治空中“蜘蛛网”
象西线、杏花路、观海路等“上
改下”工程。加大城管、交通等
部门联合执法力度，开展集中整
治“亮剑”行动 12 次，重拳整治
乱占道、乱摆摊、乱停车、乱拉
线、乱建房等顽疾，清理占道经
营 50 余户，拆除违章搭建 18 处，
划定停车位 130 个、摊位 56 个。
重常态长效，不断创新城镇
管理机制。该镇建立“政府监督、
企业服务”工作机制，采用政府
购买服务方式，以“机械 + 人
工”的模式，配备多功能洒水车、
洗扫车和垃圾运送车，提高保洁
质量。充分发挥“一中心四平台”
作用，实行“多重覆盖”“网格
化”管理，镇区 4 条主要道路实
现“路长制”管理，通过微信群
即时反馈路段管理中的问题及整
改 情况，实现管理督查链条 化。
自实施“路长制”以来，已累计
反 馈 问 题 600 余 个 ， 处 置 完 成
86%以上。

孙小雄赴鹤浦镇调研
渔业生产领域大整治大提升工作
记者 丁铭
本报讯 10 月 10 日下午，县
委副书记、
政法委书记孙小雄率相
关部门负责人，赴鹤浦镇调研渔业
生产领域大整治大提升工作。他先
后走访了鹤浦镇渔业服务站、中国
供销集团（宁波）海洋经济发展有
限公司和在大沙村开展设计下乡
实践的中国美院师生。
孙小雄详细了解了鹤浦镇渔
业经营体制改革情况。他指出，渔
业生产大提升是推动传统渔业升
级和渔村转型的关键抓手。鹤浦
镇作为我县渔业重点乡镇，要强
化认识，咬定目标，倒排时间，加
快推动渔业生产经营方式由粗放

县委书记
本报讯 10 月 10 日，
叶剑鸣率党政代表团赴丽水市遂昌
县考察，就高质量推进双方合作交
流、合力打造两地山海协作工程升
级版进行深入对接。县领导范焕平、
石坚定等参加考察。
在遂昌县委书记毛建国等陪同
下，考察团一行先后前往遂昌县云
峰东城开发区、北界镇淤弓村桃溪
汤显祖纪念馆等地，
红农业观光园、
深入考察当地生态工业、
精品农业、
特色文化建设等工作。
实地考察结束后，双方举行了
山海协作工程联席会议。会上，毛
建国对象山一直以来给 予遂昌 的

支持和帮助致以衷心感谢，并介绍
了遂昌县情概况和今年 以来经 济
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一要进一
步加强往来、互学互鉴。遂昌一定
倍加珍惜机遇，坚决做到“五个主
动”和“三个千方百计”，即主动 作
为 、主 动 联 系 、主 动 对 接 、主 动 合
作、主动实施，千方百计建好双方
协作发展新平台，千方百计推动协
作内容从传统产业梯度 转移更 多
地向创新成果转化落地转变，千方
百计把先进地区的技术、人才、信
息等要素转移到遂昌来。两地党委
政府要把高层互访、联席会议等制
度落实好，促进双方政府各部门、
社会各层面的友好 合作关系持 续
健康发展，形成“上下重视、左右联

动、山呼海应”的良好局面。二要进
一步搭建平台、合作共赢 。围 绕
“山、海”各自产业优势，不同资源
禀赋，突出重点、抓住关键、精准协
作，不断深化产业、金融、民生事业
等领域合作，着力打造 标志 性平
台、旗帜性项目。三要进一步服务
民生、共享发展。按照“全方位、多
领域、深层次、立体化”的要求，进
一步加强社会事业领域合作，强化
教育、医疗、文化、旅游、人才培养
及要素保障等领域的协作交流，积
极开展主题旅游推介、文化体育交
流、两地职工疗休养等活动，共享
山海文化、智慧旅游建设成果。重
点加强乡村振兴方面的合作交流，
开展镇与镇、村与村之间结对帮扶

工作。
叶剑鸣表示，象山和遂昌地域
相近、环境相似、经济相融、人文相
为两地增
通，
因山海协作走到一起，
进交流、相互学习、共同发展提供了
良好契机。目前，两地已建立起了党
政互访、人才互派、产业合作等协作
机制。下步，将按照省市的决策部
署，把做好山海协作工作作为深化
两地交流合作的重要抓手，进一步
加强交流学习、拓宽协作渠道、推进
项目协作，创新机制、丰富内涵，不
断推动协作关系向宽领域、
全方位、
多形式方向发展，
实现山海联动、协
同并进、互利共赢，争取象山—遂昌
的山海协作工程当先锋、作示范、出
经验。

黄焕利在全县“污水零直排区”创建工作推进会上指出

紧盯目标 精准发力
坚决打赢“污水零直排区”创建攻坚战
记者 张海峰
本报讯 昨天上午，县委副书
记、县长黄焕利 在全县“ 污水 零直
排区”创建工作推进会上指出，要
贯彻落实国家、省、市生态环境保
护大会和全市“五水共治”暨“污水
零直排区”建设 推进会精神，紧盯
目标、精准发力，坚决打赢“五水共
治 ”和“ 污 水 零 直 排 区 ”创 建 攻 坚
战，为加快建设宁波现代化滨海城
区作出应有贡献。县领导干维岳、

陈柳松、周坚栋出席，副县长 石坚
定主持。
黄焕利指出，治水工作开展以
来，全县上下戮力同心、合力攻坚，
“污
不断改善水环境质量，稳步推进
水零直排区”
创建，逐步建立治水长
效机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当
前我县治水工作还面临创建质量不
水质反弹
过关、部分治水任务滞后、
“污水零
等问题，各地各部门要紧扣
直排区”创建时间节点，倒排工期、
一鼓作气，全力推动全县水环境质

量再上新台阶。
黄焕利指出，要攻坚克难抓创
建，科学设计治理模式，完善运行管
理机制，全力推进“污水零直排区”
创建；
要突出重点强治理，深入推进
“一河一策”工程，持续开展清淤疏
浚、调水补水和生态修复，打造一批
有影响力的美丽河湖；要举一反三
坚持问题导向、分类制定措
促长效，
全面打
施，严格执行河道保洁机制，
好治水攻坚战。
黄焕利要求，各地各部门要落

实职责分工，牢固树立“一盘棋”思
想，配强力量、压实责任，确保完成
年度目标任务；要强化督查考核，建
立完善考核、预警、形势分析等制
度，
严格落实河长约谈制度；要重视
宣传引导，坚持正向引导和反向倒
逼相结合，不断创新监督方式，努力
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
会上，参会人员观看了治水宣
传 PPT。县治水办通报情况并安排
下步工作，水务集团、丹西街道、贤
庠镇负责人作表态发言。

型向集约型转变，为我县渔业转
型振兴带好头。
孙小雄要求，要勇于改革创
新，以渔船公司化为突破，提高渔
业组织化和产业化程度，着力推进
运输储藏专业化、对外销售市场化
改革，打造产出高效、产品安全、效
益可观的渔业生产新模式，推动传
统渔业向现代渔业发展。要大力发
展休闲观光渔业，健全完善渔业生
产服务体系，不断延伸产业链条，
因地制宜引导渔民就近转产转业，
实现渔船减船转产、渔业提质增
效。要调整产业结构，做好渔业与
文化、旅游等产业的融合发展，加
强设计下乡、业态进村、创意上岛，
推动渔业渔村综合转型。

大目湾双创园开园
通讯员 林敏
本报讯 10 月 10 日，大目湾
双创园正式开园。该园是县级众创
空间、县青年创业实践基地，还是
浙江大学游学点、宁波科技企业孵
化协会会员单位。
总面积
该园位于大目湾新城，
约 3500 平方米，设有企业展厅、
路演中心、洽谈区、创咖、联合 办
公区、休闲区、书吧等。目前已入
驻小微企业 27 家，签署本地第三
方服务商 19 家、创业导师 6 名。
其中，入驻的视眼文化传媒、壹明

科技服务、汇土环保科技 3 家企
业已成功申报宁波市创新创业优
秀项目落地政策，并获相应政策
补助。
“我们努力打造成为服务象山
创业青年的家园，为入驻的创业者
管理、
培训等优质服务。”
提供咨询、
大目湾双创园运营总监王桉沐介
绍，这是我县首次引入第三方专业
管理的园区，
也是我
机构进行运营、
县建设高水平双创示范基地的积极
探索，
力争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双
创模式。园区已举办各类企业沙
龙、导师分享等活动共 47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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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运会田径比赛产生首金
记者 何飞燕
本报讯 助跑、起跳、过杆、落
在
地，一系列动作一气呵成。昨天，

浙商证券象山营业部 公众号

象山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官方微信

县教育园区举行的成年组女子跳高
比赛现场，来自宣传线的运动员陈
倩倩获得了第一名（见图）。这也是
田径比赛产生的首块金牌。

象山县石浦镇微信公众号

今天，多云；温度：14～21℃，东北风 3～4 级；13 日，晴到多云；14 日，多云到阴；15 日，多云到阴转小雨；16 日，小雨转阴。

象山县贤庠镇微信公众号

当天，县第十届全运会田径比
赛暨 2018 年 县 中 小 学 生 田 径 运
动会，在县教育园区举行。来自全
县 各 中 小 学 和 乡 镇（街 道）、部 门

的 95 支 队 伍 1000 余 名 运 动 员 ，
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角逐 164 枚
金牌，其中成年部 23 枚，青少年部
141 枚。
（记者 周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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