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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塘镇：首届乡贤大会“乡情满满”
记者 吴敏勇 通讯员 王珮
本报讯 10 月 2 日下午，定
塘镇举行首届乡贤大会，百余名
来自 国内外 的定 塘乡 贤齐聚 一
堂，喜看家乡变化，同叙桑梓情
谊，共谋振兴新路。会上，成立了
我县首个依法登记、依章程开展
活动的镇级乡贤参事会。
近年来，定塘镇深入实施县
委“双突破双驱动”发展战略，整
体推进“生态立镇、工业富镇、农
业强镇、旅游兴镇”四大战略，休
闲观光农业和乡村旅游业双翼齐
飞，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美丽

“田园定塘 橘光
集镇焕然一新，
小镇”
形象鲜明，
也为乡贤们施展
才华提供了舞台。
乡村振兴呼唤乡贤回归。宏润
建设集团前身是定塘中娄工程队，
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闯大
上海，正值上海建筑开放的机会，
掌门人郑宏舫与家乡的工程队一
步一个脚印，
40 年来书写了一段
的建筑传奇。去年，
宏润
“宏润造”
建设新承接工程超过 151 亿元，
同
多年来
比增长 51%。郑宏舫表示，
心系家乡建设，将发挥企业的人
才、
资金以及技术等优势投身家乡
建设，
为定塘发展贡献一份力。

新乡贤怀揣浓浓乡情。宁波
福茂通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
颂志满怀深情地讲到，作为土生
土长的定塘宁波站人，希望自己
在力所能及 下为 家乡 尽绵 薄之
销售数
力。福茂通讯科技是开发、
码配件和 3C 配件产品的创新型
公司自落户定塘 4 年以来，
企业，
产值增速一直保持在 50%以上，
近两年内有望成为定塘首家产值
超亿元企业。
为充分发挥乡贤参事会的作
用，该镇将积极探索形成乡贤参
事会工作制度，建立乡贤参事会
例会、重大事项乡贤征询等相关

打造制
制度，
发挥乡贤示范作用，
度化、
规范化的乡贤参事会。该镇
相关负责人表示，并推行乡贤认
领“微心愿”制度，采取“一对一”
认领微心愿的方式，倡导广大乡
尊老爱
贤在捐资助学、
扶残助残、
幼等方面认领“微心愿”
，每年一
次开展认领活动。
下一步，定塘镇将广泛搭建
服务平台，促使乡贤联络站点全
覆盖。在建立镇级乡贤之家的基
采
础上，
计划打造乡贤活动中心，
村企合建等方
取单建、
跨村联建、
式，
建立村级乡贤之家，为乡贤发
挥作用提供更细更实的服务。

龙屿村：乡贤聚力共谋家乡发展
记者 郑勤 通讯员 仇路路
本报讯 日前，由龙屿村乡贤
引进的浙江锐琪影视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高端民宿项目完成土地征
用，进入施工图设计阶段。该项目
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村庄整体
品位，提高村民生活品质。
龙屿村建村历史悠久，乡贤
精英遍布各行各业。近年来，该村
深入挖掘利用乡贤乡愁资源，按
标准成立村级乡贤参
照“八个一”
事会，围绕乡村治理、环境整治、
乡风引领、公益助善等内容开展
联络联谊活动，强化乡情乡愁纽
激发乡贤参与热情，
助力
带链接，
家乡永续发展。
水是故乡甜，情是故乡浓。

龙屿中 央水 库是 乡贤们 心中 的
，但由于长久失修，
一片“宝 湖”
存在安全隐患。对
设施老化落后，
此，
龙屿村张伟兴、
沈宏伟等一众
惦念家乡发展的乡贤人士，自发
组织外 出学 习景 观水库 改造 经
验，多方听取专业人士意见，在
经过乡贤反复议事讨论后，敲定
上水库 至中 央水 库的整 体改 造
扩建方案，并与在外乡贤一起筹
齐建设资金，确保水库改建稳步
推进。
龙山公园依山傍水，也是村
里的一块风水宝地。为留住绿水
青山，乡贤们 借力 美丽 集 镇 建
设，集思广益、各显神通，邀请专
业人员统一规划设计，用短短数
月时间 完成 龙山 公园的 改造 升

级，重新修建龙湖文化广场，沿
湖打造了乡贤长廊、亲水休闲平
台、石头曲桥等特色 景观，并 配
备 五 彩灯 光 和 LED 大屏 幕 ，使
之成为村 民茶 余饭 后休闲 娱乐
的好去处。
龙屿乡 贤不 仅 关 注 村 庄建
设，
对困难村民也是关爱有加。每
逢节假日，乡贤参事会都会组织
成员看望村内孤寡老人，送上生
活必需品，帮助解决生活难题。
2016 年，得知村内儿童小胡不幸
患上白血病却没钱医治的消息，
乡贤参事会成员第一时间赶往医
院探望，
同时发起捐款捐物活动，
筹得爱心款物 3 万余元，一解燃
眉之急。
乡贤文化厚植乡愁沃土，乡

贤力量助力文化振兴。早在上世
纪 90 年代，龙屿村组建的业余
文艺团体知音艺社和创办的 《知
音文苑》月报，曾多次受到上级嘉
该村组建
奖和媒体宣扬。基于此，
起专门的文艺队伍，在乡贤参事
会的组织和保障下，不定期开展
各类文艺演出，丰富了村民的精
神文化生活，村民幸福指数直线
上升。
众木成林集聚强大合力，群
龙屿
贤毕至共绘美好愿景。今年，
村将健全完善乡贤参事制度，注
重用好外出乡贤的力量，通过整
合乡贤群英优势、激发乡贤整体
活力、
优化后勤保障服务等措施，
助
感召乡贤回归，带动强村富民，
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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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两新组织
党组织书记示范培训班开班
记者 金旭
本报讯 10 月 11 日，全县两
新组织党组织书记示范培训班在
县委党校开班。县级以上“双强”
企业、重点行业企业党组织书记
或副书记，社会组织党组织书记，
镇乡 （街道） 组织委员、组织员、
组织干事参加为期两天的培训。
开班仪式指出，两新组织新
领域新业态集聚、党员群众集
聚，是党的建设的重要阵地，是
助 推 县 域 经 济 发 展 的 “ 引 擎 ”，
两新党建工作必须提高站位、主
动跟进，必须旗帜鲜明、紧扣中
心，必须聚 集问 题、久 久为 功。
要坚持政治引领，把党的工作融
入企业生产经营和社会组织发展
过程中，以党的建设引领文化建
设，增强产业竞争力、提高社会
和谐力。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

点，建强战斗堡垒，切实推进两
新组织党的组织和工 作全 覆盖。
要抓队伍、抓阵地、抓亮显，聚
集作用发挥，进一步提高两新组
织党的建设质量。
开班仪式要求，两新组织党
组织书记要坚定政治立场，扛起
党建主体责任，主动推进两新组
织党建各项工作任务落实。要提
升业务水平，本着干一行、爱一
行、钻一行、精一行的精神，潜
心学、虚心学、灵活学。要坚持
严实作风，注重落细落小，不断
激发两新党建工作的生机和活力，
全面提升我县两新党建工作的质
量和水平。
此次培训安排了十九大精神
解读、象山经济 发展 形势分 析、
社会组织定位与发展等内容，以
小班授课、参观考察、经验交流
等多种方式开展。

县委统战部
赴延边开展帮扶活动
记者 张瑶瑶 通讯员 章文佳
本 报 讯 近 日 ，县 委 统 战 部
牵头组织县工商联、统战社团代
表，赴吉林省延边州开展结对帮
扶活动，就村企结对协作进行实
地考察。
代表团一行先后走访了龙井
市老头沟镇太阳村、桃园村等深
度贫困村，详细了解各村发展建
设、村民生产生活状况等。双方
就如何推动村企深度合作，助力
村庄走好脱贫之路进行了交流探
讨。代表团还走访了宝利祥蜂业、
敖东药业、海澜生物等当地企业，
详细了解企业技术升级、人才引

进、产品营销等情况，为两地企
业开展互惠互利合作打下基础。
考察期间，县委统战部与龙
井市委统战部签订了 《村企结对
帮扶框架协议》，县 工商 联与龙
井市工商联、敦化市工商联分别
签 订 了 《友 好 工 商 联 协 议 书》。
香港尊盈有限公司还向敦化市第
二中学捐赠教育设备购置资金 30
万元。
今年，我县统战系统将与龙井
市老头沟镇、德新乡的 8 个深度贫
困村开展结对帮扶工作，两地工商
联将积极开展互访、合作交流，为
双方会员创造合作条件，为两地经
贸往来和投资牵线搭桥。

急救技能大比武

记 者 洪笑然
通讯员 俞佳璐 洪秀芳 王峥石

记
者 周科
特约记者 姚俊

角逐

本报讯 昨天上午，2018 年
县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开幕。来
自全县各中小学的 53 支代表队、
共 785 名运动员，将在为期四天

的比赛中顽 强拼搏 、奋勇争 先，
在 19 个项 目上 展开 角逐，赛 出
我县中小学 生积极向上的精神
风采。
近年来，我县学校体育工作
整体水平稳步提升，省市各类赛
事 中 屡 获 佳 绩 。 在 2017 年 、

2018 年宁波市中学生田径运动会
中，我县初中组团体总分及奖牌
总数分别荣获宁波市第一名、第
二名的好成绩。全县成功创建全
国体育特色学校 1 所，省体育特
色学校 5 所，市体育传统项目学
校 9 所，市体育训练点 10 个。

本报讯 近日，我县道路交通
行业及驾驶培训机构应急救护技
能比武大赛举行。
今年，世界急救日的主题为
“交通安全‘救’在身边”。为了
契合今年世界急救日主题，中国
人保象山县支公司、象山县交通
汽车驾驶员培训中心等也组队参
赛，全县共有 7 支队伍、28 名选
手参加。各支队伍沉着冷静、配
合默契，向观摩人员展示出了专

业的素质和丰富的经 验。最终，
来自象山人保的 4 位选手在整个
接力过程迅速却不慌乱，凭借出
色的表现拔得头筹。
此次比武大赛由县红十字会、
县道路运输管理所、县公共交通
有限公司等多家单位联 合举办。
县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安全副总经
理陈晗介绍，希望通过这次比武
活动，在提高突发事件中应急救
护处置水平的同时，增强从业人
员应急救护知识和实战能力，进
一步提升象山县交通行业的应急
救援工作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