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力一二五 奋力上台阶

象山县贤庠镇公众号象山县黄避岙乡公众号象山县丹东街道公众号 象山县丹西街道公众号 象山县爵溪街道公众号 象山县新桥镇公众号中国象山港网站视频号 象山县大徐镇公众号 象山县涂茨镇公众号

XIANGSHAN TODAY http://www.cnxsg.cn 新闻热线:13777190000 传真：65727174 广告热线：65753198 地址：丹城象山港路 536号象山县传媒中心

中共象山县委机关报 2020年11月20日 星期五
农历十月初八日 小雪 十月初六

今天，阴到多云局部小雨，温度：16~20℃，东北风 4~5级；21日，多云转阴有时有小雨，温度：15~20℃，东到东南风 3~4级；22日，阴有雨；23日，阴有时有小雨；24日，阴有雨。 19日中心城区空气质量： Ⅱ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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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投资 35亿元的中化膜产业
生产基地和膜研发创新中心厂房主
体施工完成 85%；总投资 42亿元
的国电象山海上风电场（一期）工程
完成地质勘探作业，陆上控制中心
场平开工……今年以来，浙江宁波
象山举全县之力推进国家级宁波海
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主体区建设，全
面提升平台发展能级，加快打造千
亿元级海洋产业集群，完善海洋资
源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打造象山
跨越发展的强力引擎。

象山县拥有优越的海洋资源。
全县拥有 925 公里长的海岸线、
6618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600多
个岛礁，坐拥象山港和三门湾两大
港湾。2018年底，以象山半岛为主
体的国家级宁波海洋经济发展示范
区成功获批。象山布局海洋工程装
备、海洋智慧科技、海洋旅游（影视
休闲）、渔港经济四大功能区块，吹
响了象山深耕海洋、向海图强的“冲
锋号”。

在象山临港装备工业园，记者
看到浙江新乐造船股份有限公司的
工作人员正忙碌地进行船舶巡检工
作。两年前，由该公司建造的中国第
一艘自主设计并建造球罐的 LNG
船的船体核心部件“双 C球罐”填
补了国内造船业空白。前不久，由新
乐自主研发建造的 3 万立方米
LNG船舶顺利交付。

离新乐造船基地不远，日星铸
业有限公司产销两旺。该公司先后
完成二期、三期投资，成为国内最大
的风电铸件生产基地，其中大兆瓦
铸件全球市场占有率达到 40%。今
年上半年该企业实现产值 15.7 亿
元、利润 3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44.2%和 85.1%。

近年来，处于象山港口区域的
临港装备工业园吸引了一批重大项
目落户投产，涌现出了日星铸业有
限公司、易锻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新
乐造船有限公司等一批装备制造业
龙头企业。

在象山南部的宁波航天智慧科
技城，重点发展以高端装备及关键
元器件、精密工具等为主体的航天
精密制造产业，以智能无人机和高
端航模等为主体的特种飞行器产业
以及智能装备产业。

今年以来，象山打造大平台、培
育大产业、引进大企业、推进大项
目，形成以“蓝色经济”为特色的发
展模式，以海洋装备、新材料制造等
为代表的一批临港工业主体逐渐崛
起。今年上半年，全县实现海洋装备
产值 70.8亿元，同比增长 5.1%；海
洋新材料产值 15.6亿元，同比增长
4.9%，影视文化产业区实现营业收
入 14.43亿元，同比增长 12.1%。

图为宁波天翼装备技术有限公司

拼装石油炼化装备遥

浙江象山：深耕海洋 向海图强
经济日报记者 郁进东 本报记者 孙建军

记者 史妮妮

本报讯 记者从县水务集团获
悉，我县旱情依然严峻，城乡供水面
临巨大考验。截至 11月 19日早上
8时，五座饮用水库蓄水量为 2105
万方，占控制蓄水量的 40.5%，可用
供水量 1709万方；9个小型水库库
容 782万方，可供水量 697 万方，
全县水库总库容合计 2887 万方，
可供水量 2406万方。

根据城乡供水抗旱四级应急响
应要求，县水务集团遵循“生活用水
优先保障、生产用水能保则保、生态
用水严格控制”的原则，精准施策，
全力以赴抗旱供水保民生。根据取
供水双控计划，对五大水库和联网
供水区域实行供水总量控制，并根
据旱情发展态势科学调整；力争延
长宁海白溪水库引水期限，增加日
引水量；启用西周、茅洋、丹西等备
用水源补充原水。

从 10月 28日起，我县实施有

预告、分片区降压或间歇供水：每日
0：00 至 5:00 对城区及东北部部
分区域实行降压供水；11 月 17 日
起每日 21:00 至次日 7:00 对新
桥、西周采取限时停水；对月用水
量 1 万吨以上的工业企业用水大
户和爵溪区域实行计划供水；对大
唐乌沙山电厂生产用水启动海水
淡化设施；严格控制仓岙、方家岙、
珠溪等水库直供生活杂用水，采取
白天控制、夜间关停措施；停止采
用优质水进行生态补水和绿地浇
灌。同时，提速推进晓塘施娘岙水
库至石浦利民水库原水管道联通
工程、新桥水厂水处理设施扩建工
程以及污水处理厂至爵溪中水供
应管道维修应急工程，加强管道查
漏修漏工作，重拳整治偷盗水行为，
提高供水利用率。

在此，县水务集团呼吁广大市
民牢固树立“抗大旱、抗长旱”的思
想，积极参与节水行动，凝聚力量，
共抗旱情。

旱情严峻

水务集团全力以赴保供水

记者 夏超明

本报讯 昨天下午，县政府与
杭州市城投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县委副书记、县长包朝阳，杭州
市城投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
长、总经理李红良分别致辞，并代
表双方签约。县委常委、常务副县
长陈兴立主持签约仪式。

包朝阳向出席签约的杭州城
投各位嘉宾表示欢迎。他说，这

次签约是贯彻落实杭州、宁波
“唱好双城记、下好合作棋”战略
要求的务实举措，更是我县借力
推动城市能级提升、深化国企合
作、加快人才培育的重要契机。
我县是蓝绿交织的万象山海城、
渔开天下的千年古渔乡、双轮驱
动的百强实力县，这次双方合作
赶上我县发展大交通、全民迎亚
运的战略机遇期，目前我县正在
谋划打造城市、要素、两山三大

“银行”，为双方深度合作拓展了
空间。包朝阳表示，我县将认真
履约，按照战略合作协议要求，
加强督查、落实工作，全力为杭
州城投各个项目的推进提供保障
服务，把杭州城投的优势与象山
发展的趋势结合好、发挥好，共同
实现合作共赢。

李红良感谢象山县政府对杭
州城投的充分信任，简要介绍了集
团主要情况。他说，象山是一座大

有可为的滨海美丽后花园，杭州城
投资金雄厚、管理先进，希望双方
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并以此次合
作为契机，加强沟通、增强互信、精
诚合作，争取探索更多的合作发展
机会，实现更大的互利共赢。

签约仪式上，县城投集团与杭
州市路桥集团签署了养护项目框
架协议，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与杭州
市环境集团签署沼气综合利用项
目经营权协议。

县政府与杭州市城投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包朝阳李红良出席

记者 夏超明 通讯员 赵鑫

本报讯 在新华社、今日头条
等各大直播平台累计有 108万人
次围观，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
等主流媒体累计报道 120 余篇，
当天成交额 4000 余万元……日
前，记者从第四届象山柑橘文化
节组委会获悉，此次柑橘文化节
围观人数、报道密度、成交额均
创下历史新高。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柑
橘文化节创新运用“云节庆”新
型传播模式，推出云直播、云游
览、云互动、云推介等系列线上
活动，结合线下研讨会、开摘仪
式等主体活动，以及定塘镇、晓
塘乡、高塘岛乡三个分会场配套
活动，深度推广“红美人”及其
它象山柑橘品牌。

11 月 16 日，万众期待的
“红美人”开摘发售。当天上午举

行的开摘仪式云直播环节，新华
社、今日头条、优酷视频、爱奇
艺、中搜搜悦、一直播等新闻门
户网站全网联播，观看量高达 80
万人次。象山柑橘博览园、高塘
岛乡三五村“红美人”果园、神
韵农业红美姬基地也同步进行了
果园直播，累计直播观看量 28万
人次。

当天，新华网、人民日报、
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新闻网、浙江日报、宁波日
报 30多家中央和省市级媒体聚焦
象山“红美人”，助力柑橘中的
“爱马仕”销往全国各地。据统
计，开摘仪式当天，“红美人”
柑橘创下 4000余万元的成交额，
其中通过淘宝网店、网红直播等
实现线上销售额 2600余万元。象
山“红美人”正以“超万美元”
的亩效益成为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的“致富果”。

记者 郑丹凤 通讯员 黄玉

眼下，东北沃野步入枯寒
“冬眠”期。在吉林省雁鸣湖种业
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雁鸣湖种
业）实验楼里，高级农技师马文
清正加紧对象山提供的新一批
马铃薯农家品种进行茎尖剥离。
“茎尖剥离是马铃薯脱毒的关键
环节，经组织培养、病毒检测、继
代扩繁等，最终筛选出无病毒植
株。”马文清介绍，目前雁鸣湖种
业已成功对第一批象山种薯进
行脱毒选育并完成试种测产。

象山马铃薯种薯为何要千
里迢迢送到敦化繁育？雁鸣湖种
业马铃薯专家姜成模解释，马铃

薯是无性繁殖作物，采用块茎繁
殖。种植过程中，马铃薯病毒会
通过多代繁殖过程逐年积累，导
致种薯退化，出现植株矮化、茎
杆细弱、生长变弱、茎叶皱缩卷
曲、结薯畸形瘦小，产量下降甚
至直接绝产的现象。吉林省的敦
化市，因地处高纬度、高海拔，气
候冷凉，天然传毒媒介蚜虫密度
低、数量少，土地又相对集中，是
得天独厚的马铃薯生产和脱毒
种薯繁育基地。

2019年，借助象山———敦化
“东西部协作对口帮扶”东风，在
两地挂职干部的牵线下，雁鸣湖
种业和象山县种子公司、象山县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签订合作协

议，组建马铃薯技术服务团队，
建立长效的科研机制，共同开展
象山马铃薯本地品种脱毒、选
育、登记、繁育、保护、推广以及
种质资源保护等工作。
“马铃薯种薯脱毒至少需要

两年时间。”雁鸣湖种业负责人
孙开春介绍，在有序推进种薯脱
毒的同时，象山种薯在敦化的
“北繁”工作也同步进行。去年，
象山共运送 1 吨种薯到敦化繁
育。至目前，累计两批共计 20余
吨“北繁”种薯“南种”到象山，经
测产，平均产量提高 25%以上，
受到农户欢迎。
“在生产中使用和推广脱毒

种薯，才是提高其商品性和产业

发展的关键。”孙开春说，今年，
第一批象山马铃薯种薯的脱毒
原原种成功产出，试种测产每公
顷产量达 4500 公斤，增产
100%。10月份，象山方面送来新
一批种薯，并与雁鸣湖种业签订
了《“东西部协作”马铃薯产业技
术合作协议书》。

据悉，当前雁鸣湖种业在稳
步推进首批象山马铃薯脱毒原
原种扩繁之外，第二批象山种薯
的选育脱毒工作也在加紧开展。
“预计到明年秋季，能够为象山
供应 30 吨以上的本地脱毒种
薯，后续每年能够提供 150 至
200吨，可满足象山县域的马铃
薯种植。”孙开春说。

一天成交 4000余万元
第四届柑橘文化节收获颇丰

象山挂职干部与马文清渊右冤在实验室查看象山薯种试管苗脱毒培育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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