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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多云，温度：26~33℃，偏南风 3~4级转 4~5级；29日，阴有阵雨或雷雨，温度：26~32℃，偏南风 4~5级；30日，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7月 1日，多云到阴局部阵雨或雷雨；7月 2日，多云，午后局部有雷阵雨。 27日中心城区空气质量：I 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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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益 实习记者 王浩宇

本报讯 6月 24日上午，县委书记潘
银浩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在象保区调研时
强调，要坚定信心，双方各尽其能发挥所
长，携手并进合力共建，共同把象保区打
造成为象山乃至宁波经济发展新的增长
极。宁波保税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严荣杰，宁波保税区管委会副主任、象保
区管委会主任张学军等陪同调研或参加
座谈。

潘银浩一行来到海伦钢琴和方德汽
配项目建设现场，详细了解落户项目动建
情况，要求业主单位严把工程质量关，力
促项目早日建成、早日投产。在象保区生
产力中心，潘银浩走访调研了腾鹏精密机
械、珂拉夫精密机械等入驻企业，仔细询
问生产经营情况及存在困难,勉励企业积
极开拓市场，加快扩大产能，全力把企业
做大做强。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象保区管委
会作了工作汇报。与会相关部门负责人就
涉及的具体问题进行了有效对接，进一步
明确了下步工作的重点和方向。

潘银浩对象保区各项工作取得的成
绩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象保区自组建
以来，经过几年的开发建设已初具雏形，
工作重心由前期的基础设施建设转到招
商引资、产业发展上来，特别是随着宁波
航天智慧科技城的落户，象保区的定位更
加明确、目标更加清晰，象保区未来的发
展不可限量。要进一步巩固提升携手共建
的良好局面，双方精诚合作，完善沟通机
制，强化统筹谋划，全力把象保区打造成
为区县合作的典范，把航天智慧科技城项
目打造成为央地合作、军民融合的样板。

潘银浩强调，要在促发展中增强信心，
站在未来的角度看待象保区的发展，抢抓
当前“天时地利人和”有利契机，锚定目标、
凝聚共识，朝着同一个方向大步前进。要在强信心中深化合作，围绕远期、中
期、近期目标任务，尽可能把更多“不确定”变成“确定”，尤其要倒排时间节点，
着力推进商业航天项目，抢占这一未来新兴产业的发展先机。要在优合作中推
动发展，整合平台资源，健全常态化协调推进机制，在空间规划、政策处理、公
共服务等方面给予全力支持和保障，共同把象保区的美好蓝图变成现实。

记者 俞宇 实习记者 高红梅

本报讯 6月 24日下午，全县
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县委副书
记、县长包朝阳在会上强调，要深
入贯彻落实全市安全生产三年
行动暨危化品运输安全专项整
治专题部署会议精神，充分认清
当前我县安全生产工作存在的
问题短板，聚焦问题、狠抓整治，
压实责任、齐抓共管，坚决筑牢
安全生产底线。县领导陈兴立、
周坚栋、石坚定、范建富、吴志辉

参加会议。
包朝阳强调，要围绕“安全

生产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分别下
降 20%以上，每年较大事故呈下
降态势，确保到 2022 年全县不
发生各类较大事故”的总目标，
扎实开展新一轮安全生产综合
治理三年行动计划。要强力开展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领域“雷霆整
治”行动，加大道路危险货物运输
上路执法和处罚力度，着力构建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全过程管
控机制及评价机制。要全面加强

自然灾害防御工作，紧盯山塘海
塘、渔业渔船、防淹防涝等重点，
加大水库、山塘及地质灾害隐患
点的巡查检查力度，做实做细防
汛防台工作。要聚焦渔业安全生
产监管，持续深化“一打三整治”
行动，严打“三无”船舶、非法偷
捕、违规改变作业方式等违法违
规行为，切实消除涉海涉渔领域
安全隐患。要推进道路交通安全
综合治理，强化源头管控和路面
查处，积极推进智慧交管建设，提
升中心城区交通管理的智能化水

平。要紧盯消防安全薄弱环节，对
人员密集场所、出租房、企业等重
点场所开展大排查大整治，逐个消
除安全隐患。要进一步统筹抓好旅
游、建筑施工、危化品、特种设备等
重点行业领域的专项治理。

包朝阳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进
一步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企业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
和属地政府管理责任，形成“点条
块结合、分工协作、齐抓共管”的工
作机制，织密织牢安全监管“天罗
地网”。

记者 夏超明

本报讯 6月 24日上午，县委
副书记、县长包朝阳在调研针织产
业转型升级工作时指出，要千方百
计稳外贸，积极主动拓内销，持之以
恒抓创新，政企良性互动加快针织
产业转型升级。副县长石坚定参加
调研。

包朝阳一行实地考察了宁波谊
胜针织有限公司和爵溪针织品市
场，了解企业服装原材料革新和产
品销售情况，询问针织品市场规划
设计、销售定位与发展前景。在随后
召开的座谈会上，兄弟服饰、统富制
衣等企业代表和拼多多、艺尚小镇
等平台负责人进行了交流发言。

包朝阳指出，针织产业是经典
传统产业，也是象山优势产业，突如
其来的疫情放大了我县针织产业短
板，同时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契
机。要千方百计稳外贸，加强市场形
势分析，深耕细分市场，提升产品质

量，切入优质品牌成为供应链关键
一环。要积极主动拓内销，按照国内
市场需求，在生产、销售、管理等各
方面进行相应调整。要持之以恒抓
创新，在强化技术创新的同时，更要
加强人才的引育。

包朝阳强调，加快针织产业转
型升级，需要政府部门和企业自
身齐发力，政企良性互动是关键。
要升级工作专班，县经信局牵头
相关单位，系统化推进针织产业
转型升级工作。要对标补短提升，
对标省内外行业“优等生”,对接
优质的电商平台，学习借鉴先进
经验和成功模式。要紧盯重大项
目，项目化做好出口转内销工作，
建设运营好爵溪针织品市场，发
挥浙江艺尚小镇平台作用，探索
建立象山影视城“明星＋网红”直
播带货基地，加速针织企业数字
化转型。要广泛合作交流，经常性
举行跨行业的座谈，打开思路、抱
团作战。

记者 陈益 夏超明 金旭 俞宇

本报讯“七一”前夕，潘银浩、
包朝阳、罗来兴、俞骏等县四套班
子领导，分赴各地走访慰问困难党
员，送去党的关怀和温暖，并通过
他们向全县广大党员致以诚挚的
节日问候。

6月 24日，县委书记潘银浩
来到石浦镇，先后慰问南向村黄仁
君、海宁社区王仁裕、凤上山村顾
根财、塘头港社区梁启明等困难老
党员。县委常委、石浦镇党委书记
奚海峰陪同。每到一处，潘银浩都
亲切地和老党员拉家常，详细了解
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感谢
他们为党的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并
叮嘱他们要保重身体，有什么困难
及时提出来，县委、县政府将尽全

力帮助解决。
慰问中，潘银浩强调，老党员

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我们要继
承和发扬他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扎实做好当前各项工作。要始终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健全完
善关爱机制，高度重视解决因病致贫
问题，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切实为困
难党员排忧解难，推动困难党员在共
同富裕的道路上尽快赶上来。各级基
层党组织要进一步提升服务能力和
水平，深入基层，贴心服务，对困难党
员在思想上多关心、生活上多照顾，
多做一些雪中送炭的工作，让他们真
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6月 23日，县委副书记、县长
包朝阳到丹东街道走访慰问困难
党员。寨梅村 65岁的党员陆爱花，
担任过村妇女主任，目前独自一人

生活，生活拮据。在她家中，包朝阳
详细询问老人的生活和健康状况，
鼓励她坚定生活信心，保持乐观向
上的心态，在各方的帮助下战胜困
难。“精神状态挺好的，祝您身体健
康！”包朝阳亲切看望了后山村 95
岁的老党员魏祥法，叮嘱街道、村
干部要对老人生活上多关心、多照
料，并祝愿老人健康长寿。包朝阳
还来到金秋社区，看望慰问了困难
党员顾良国。包朝阳要求各级党组
织要密切关注困难党员的生活状
况，及时给予帮助，把党的关怀和
组织的温暖送到他们心坎上。

6月 23日，县人大常委会主
任罗来兴到爵溪街道走访慰问困
难党员。公屿农村的老妇女主任张
莲凤，身患多种疾病，医疗开支较
大。罗来兴询问老人大病统筹报销

情况，希望她保重身体，并叮嘱她
有困难及时向组织反映。在爵溪农
村老党员杨松裕家中，罗来兴倾听
老人讲述生平故事，对他为党的事
业作出的贡献表示敬意，祝愿他晚
年幸福安康。罗来兴还走访慰问了
前岙村困难党员邱昌浩。

6月 23日，县政协主席俞骏、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爱武到丹
西街道走访慰问困难党员。新碶头
村的老党员陈音常，夫妻俩均患
病，生活较为困难。俞骏关切地询
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叮嘱随行人员
尽心尽力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在看望慰问洋心村困难党员、退役
军人鲍于常时，俞骏鼓励他树立信
心，积极面对生活、克服困难、走出
困境。俞骏一行还看望慰问了北路
社区困难党员周成康。

记者 周科 通讯员 姚俊 徐亮

为期两天的 2020年中考，昨
日下午落下帷幕。全县共有 4865
名考生在 7个考点参加中考。这
是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开展的第一
场大型考试，相比往年，各考点安
全措施更加到位。由于体育测试
取消、体育分不列入总分，今年的
中考总分调整为 680分。中考成
绩将于 7月 3日公布，届时，广大
考生及家长可通过登录象山县教
育招生考试网、关注“象山教育”
微信公众号、拨打移动 12580等
方式查询成绩。

图为 26 日上午语文考试结束
后袁考生陆续走出实验初中考点遥

县领导七一前夕走访慰问困难党员

包朝阳在全县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上强调

认清形势 聚焦问题 压实责任
坚决筑牢安全生产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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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朝阳在调研针织产业转型升级工作时指出

稳外贸 拓内销 抓创新
政企良性互动力促转型发展

中考落幕

记者 金旭

本报讯 6月 24日，县人大常
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省委十四届七次全会精神。县人大
常委会主任罗来兴主持会议并讲

话，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敏求、
陈爱武、胡建萍、应伟刚、伊珍林、
陈柳松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第 73
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
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专

家学者座谈会以及在宁夏考察时
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委十四
届七次全会精神。

会议强调，县人大机关党员干
部要敏而好学，读原著学原文悟原
理，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要学用相长，把

学习实效体现在政治认同上、思想
认同上和理论认同上，在落实县委
决策部署中体现担当，在依法履职
开展监督中体现实效。要以学督
行，不断提升自我、完善自我，实现
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知信行的高度统一。

县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委十四届七次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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