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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夏超明 通讯员 洪雯

“一如既往坚守初心，默默努力
前行，以实打实的硬功夫经营企
业。”今年已经 69岁、有 40多年办
厂经验的顺声通讯创立者陈顶岳反
复感慨道。

陈顶岳是大徐镇铁拾村人，也
是该镇率先创办民营企业的探路
人。“名如其人，顶岳，顶着泰山不
弯腰。”已经在家赋闲的陈顶岳回忆
往事说，那时农村很穷、很苦，他 14
岁就辍学干农活。17岁那年，家里
顶梁柱父亲去世，留下兄弟姐妹 5
个，作为家中的老大，他接过了家里
重劳力的担子。当过农民，教过书，
开过拖拉机……在摸爬滚打中，陈
顶岳练就了一身生存本领，养成了
坚韧不拔的性格。
“回首创业奋斗史，处处充满着

热血与拼搏。”陈顶岳说。1975年，
当时大徐乡的铁丈岙、拾亩地、沙地
3个村集体合力办起了铁丈岙五金

厂；1976年初，26 岁的他进厂跟着
老师傅学习跑外勤，但由于厂里缺少
管理经验和技术人才，效益一直不太
好，到 1977 年底就亏损停产了。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给农村带
来了蓬勃生机，三个村的党支部书记
联合推荐见过世面的陈顶岳当厂长。
他毅然接过重担，带领职工找出路、
求生存，终于，五金厂慢慢地扭亏为
盈。1980年，村五金厂改名为象山大
徐联合电器压铸厂，生产经营势头较
好，被评为县级先进企业。

在五金厂干了 11 年的陈顶
岳，感觉少了一些激情冲劲，意识到

这样下去很容易知足，于是在 1986
年底辞去了压铸厂厂长的职务。
1987年，有了另起炉灶创大业想法
的陈顶岳付诸行动，成立了象山广
播电视器材厂，为上海无线电十八
厂加工电视配件，并在 1988 年注
册了“顺声”商标。“这应该是大徐成
立最早的民营企业，为后来大家创
办博禄德、康达电子起了好头。”陈

顶岳自豪地说，三年间，他和员工们
开发了符合美国标准的电话线，成
为当时全国仅有的３家电话线生
产厂商之一。

上世纪 90年代初，乡镇企业
异军突起。陈顶岳响应政府号召，
把个人企业并入乡办企业，成立了
象山通讯设备厂。随着市场需求
的升级换代，企业原先的设备及
加工技术越来越难以满足发展趋
势。“我当时一心扑在工作上，听
朋友介绍说日本的设备先进，
1992 年就主动去日本买设备、学
技术。”1993年乡办企业与台湾合
资，成立了宁波顺声通讯设备有
限公司，但企业经营仍然处在困
局中。1995 年底，当时镇政府实行
集体企业转制。

1996 年，决心继续干下去的
陈顶岳，通过贷款购买了顺声公
司，并顺应潮流，把主要业务从电
话线逐步向网络线转移，成为省
内首家网络线生产商。“我与老婆
俩人进行分工，我负责采购销售、
生产计划和主要技术；老婆负责
组织生产，她是厂里的一号拉线
师傅。我们没日没夜地干，当时虽
然很辛苦，但也很幸福。”陈顶岳
说，为了提高企业知名度，在严把

质量关的同时，还积极参加各种
展销会，每年都要出国三四次。
1993 年在浙江省还未成立 UL 认
证机构时，陈顶岳就邀请上海的机
构进行认证，使公司产品能出口到
国外去。

随着业务的拓展，原来的厂房
越来越感觉施展不开手脚，陈顶岳
就在工业园区购买 16亩土地扩大
生产，之后几年在河南、安徽、山

东、江西等地设立了加工厂。2006
年，他把企业交给儿子打理，没过
几年还是闲不住，于是又在昆山买
土地建厂房。2017年，象山、昆山
两家企业业务、产值几乎均等，然而
身体逐渐吃不消了，他才最终放下
企业经营。去年，陈顶岳把昆山的设
备、业务等都带回了象山。两家公司
最多时有近 1个亿的贷款，目前已
经还清所有贷款还略有存余。

创业的同时，陈顶岳不忘公益
事业，多次捐款捐物支持镇、村各项
事业发展。儿子出钱让他买辆好车，
最终他只买了辆帕萨特，而且一开
就是十多年。尤其是这两年，每周都
开车往返象山和昆山两地，相当辛
苦也不请司机。今年，陈顶岳还把多
年省吃俭用的 200万元，作为活动
经费捐给了村老年协会。

陈顶岳：壮心不已办企业

你揉粉来我炒馅儿袁你包馅来我蒸
团噎噎日前袁茅洋乡溪东村妇联组织开
展点心制作比赛遥 没多久袁妇女们端出
热腾腾的点心袁请来村里老年人袁一起
在景观长廊里品尝点心尧欢庆佳节遥
（记者 洪笑然 通讯员 陈益坚）

小小点心
饱含敬老情

记者 陈益

本报讯 昨天下午，全县领导干部会
议召开。县委书记叶剑鸣在会上强调，要
迅速贯彻落实市委常委会精神，全面开
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坚决打赢安
全生产攻坚战。县委副书记、县长黄焕利
主持会议。金红旗、俞骏、孙小雄等县四
套班子领导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了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
理部《关于浙江宁波锐奇日用品有限公
司“929”重大火灾事故的通报》。

叶剑鸣在传达市委常委会精神后强
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站位、高度警醒，
坚决克服麻痹大意思想，始终保持如临
大敌、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工作状态，
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牢牢把安全
生产工作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抓出成
效，不断巩固提升安全生产持续向好的
良好势头。要迅速行动、彻底整治，对全
县各行业领域涉及危险化学品使用单位
和“两小”企业进行全覆盖、地毯式、拉网

式排查整治，确保不留死角、不留盲区，
同时持续推进涉海涉渔领域安全生产监
管，切实做到“两手抓、两手硬”。

叶剑鸣强调，要完善制度、长效监
管，着力完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风
险隐患协同排查机制、安全生产执法机
制，严格落实“十二个一律”措施，从严查
处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行为。要压实
责任、形成合力，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

真正通过层层压实责任、逐级传达压力，
把安全生产措施落实落地，形成齐抓共
管、合力攻坚的良好局面。

记者 孙建军 通讯员 陈巧琼

本报讯 国庆长假期间，石浦
镇上金鸡村党性教育基地人气颇
旺———漫步村党建文化长廊，参观
制盐文化展馆、家风家训馆，攀登
古烽火台……一拨拨党员干部在
倾听历史回响、追寻红色记忆、重
温入党誓词中明初心、添动力。

国庆假期，石浦镇党员干部积
极创新学习方式，拓展学习渠道，
做到休假不“休学”。镇党委理论学
习中心组举行“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第二次专题学习会，

镇领导班子成员赴县党章学堂、大
徐殷夫故居和贤庠贺威圣故居开
展“初心之旅”活动，充分发挥领导
干部示范引领作用，推动主题教育
走深走实。

该镇为返乡的 200余名外出
党员开设主题教育“补习班”，以分组
补课、一对一补课、上门补课等多种
方式，确保主题教育全覆盖。针对国
庆旅游高峰游客疏导和交通引导等
工作较为繁重的情况，还组织假日回
家党员、当地党员等参与服务保障全
域旅游行动，坚守路边、景区，开展劝
导指引服务，向游客发放倡议书，以

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栉风沐雨见初心。随着台风

“米娜”过境，该镇各村、社区火速
行动起来，组织党员干部开展环境
卫生大清扫活动，做好灾后防疫工
作。长假最后一天，各党组织结合
主题教育纷纷开展重阳节慰问活
动，组织党员志愿服务队看望孤寡
老人和家庭困难老人，让老人们真
切感受到党的关怀。

休假不“休学”

石浦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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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马振

本报讯“没有方向盘，没有司
机，但行驶安静平稳，感觉很棒很
兴奋。”昨日，在半边山景区尼斯大
道上，不少游客“尝鲜”5G无人驾
驶观光车。

据介绍，这是全省首辆利用
5G技术实现无人驾驶的观光电动
车，由柳州五菱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提供，基于 5G技术的无人驾驶系
统由宁波半边山投资有限公司、中

国电信宁波分公司和华为公司共
同打造。该项目是宁波市智慧景区
建设的重要成果，是国内 5G+智
慧景区建设的领先尝试，也是 5G
技术在景区交通商用方向的大胆
尝试。

这辆 5G无人驾驶观光车有着
熊猫造型，时速约 10公里，可以乘
坐 8人。基于蜂窝车联网技术，车
载独立感知和 5G网络通信感知相
结合，车辆具备循迹导航、自动避
障、舒适停车等功能，行驶过程中
十分安静，且零污染、零排放。

随着宁波 5G建设的推进，业
内预测，5G 智慧交通将率先在景
区观光方面扩大应用范围。未来，
搭载 5G 技术的无人驾驶观光车
有望在宁波更多景区出现。

全省首辆 5G无人驾驶
观光车落户象山

记者 陈益

本报讯 昨天，我县召开县委读
书会暨宁波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主
体区建设推进会。县委书记叶剑鸣
在会上强调，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海洋经济的重要论述，深入贯
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海洋经济发
展示范区建设精神，践行新发展理
念，扛起主体区责任，高质量推动宁
波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全力把
主体区建设成为国际一流、国内领先
的海洋绿色协调发展样板区。县委副
书记、县长黄焕利作《象山海洋绿色
发展模式研究》专题发言。金红旗、俞
骏、孙小雄、张学军、罗来兴、陈兴立、
干维岳、石坚定、钮晶莹等围绕调研
课题作了交流发言。

叶剑鸣指出，加快宁波海洋经
济发展示范区主体区建设，是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八
八战略”再深化的重大举措，是主动
融入国家重大战略、提升区域发展能
级的战略路径，是发挥海洋资源优
势、实现后发赶超的现实选择，是推

进海陆统筹、彰显城市独特魅力的有
效载体。各地各部门要统一思想、提
高站位，放宽视野、拉高标杆，牢牢把
握主体区建设的目标要求，树立“海
洋 +”的理念，胸怀开放的格局，强化
创新的思维，拿出过硬的实招，切实
把机遇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产业竞争
力和城市影响力，凝聚起推动象山
“快追赶、攀新高”的磅礴力量。

叶剑鸣要求，要主动作为、攻坚
突破，举全县之力加快主体区建设。
一要集聚优势，建强大平台，大力打
造产业集聚平台、科技创新平台、产

城融合平台，加快提升平台能级。二
要集群发展，做深大产业，做强海洋

装备业和海洋旅游业，培育海洋新
材料和航空航天产业，提升海洋渔
业，加快打造千亿级海洋产业集群。
三要集中力量，招引大项目，坚持谋
划为先、招引为要、落地为实，全力

引进一批大项目好项目，确保主体
区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四要
集成改革，推动大创新，探索打造海
洋资源市场化配置样板、“智慧海
洋”建设样板、“两山”理论转化的海
洋样板。五要集合要素，强化大支
撑，攻坚突破建设资金、用地用海、
基础设施等瓶颈制约。

叶剑鸣强调，要通力合作、勇担

使命，凝聚加快主体区建设的强大
合力。要加强组织领导，树立“一盘
棋”思想，积极向上争取支持，及时
研究解决推进中遇到的困难问题。

要强化规划执行，明确任务书、时间
表、路线图，确保各项工作落实落

地。要做好宣传推介，通过各种途
径、载体加大宣传力度，及时总结经
验做法，加快走出一条独具象山特
色的海洋经济发展新路子。

黄焕利在专题发言中详细阐述
了当今海洋绿色发展的典型模式，
深刻剖析了象山海洋绿色发展的现
状。黄焕利强调，推进象山高质量海
洋绿色发展，要坚持统筹协调，构建
陆海一体化格局；坚持创新引领，推
动产业高端化发展；坚持保护优先，
实现资源集约化利用；坚持改革驱
动，形成机制协同化环境，加快推动
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努力实现
更高水平的“蓝色经济、绿色发展”。

会上，县政府与市农发行、中广
核浙江分公司分别签订了海洋金融
战略合作协议、风电产业项目协议。

县科技局、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县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表态发言。

叶剑鸣在县委读书会暨宁波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主体区建设推进会上强调

践行新发展理念 扛起主体区责任
高质量推动宁波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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