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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晴到多云，温度：1~15℃，西南风 3~4级；14日，多云，温度：3~16℃，偏南风3~4级；15日：晴到多云；16日，多云转阴局部小雨；17日，阴有小雨转多云。 12日中心城区空气质量：Ⅲ 轻度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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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浩宇 马振

本报讯 昨日上午，县委书记
潘银浩赴县公安局调研指导工作，
看望慰问一线公安民警。他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在人民警察警旗授旗仪式上的重
要训词精神，忠诚履职，服务发展，
勇担使命，加快推进更高水平的平
安象山建设，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
定，为“聚力一二五、奋力上台阶”
保驾护航。县领导李晓东、范建富
参加。

潘银浩先后来到侦察实战中

心、情报指挥中心，详细了解“最多
跑一次”改革、全息感知体系建设
应用、大数据智慧警务等有关情
况。他指出，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改革强警、
科技兴警，努力为全县社会和谐稳
定做出更大贡献。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潘银
浩听取了我县去年公安重点工作
情况和今年工作思路汇报。他说，
象山公安作为一支讲政治、能战
斗、讲奉献、有作为的钢铁之师，主
动服务大局，在保障各项工作开展
中冲锋在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
要作用，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满意

度明显提升，多项公安考核指标位
居全市首位，成绩可圈可点，值得
点赞。要在荣誉基础上追求更多荣
誉，在原有胜利上走向更大胜利。
要始终把政治建警放在首位，牢记
“公安姓党”的政治属性，牢牢把握
“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
纪律严明”总要求，坚持党的领导、
加强思想引领、捍卫政治安全。

潘银浩强调，要当好护航发展
的开路先锋，深入推进以数字化改
革为重点的公安领域改革，完善警
企联系制度，聚焦重点区块、重大
项目、重要投资，维护好秩序，更加
主动为企业发展扫清路障，为打造

全省营商环境最优县提供坚强有
力的公安保障。要勇担为民服务的
职责使命，发挥在平安象山建设中
的主力军作用，深化网络化管理、
组团式服务，让人民更加安全、社
会更加安宁、治理更加有效，同时
加强优势联动，打造一批具有象
山公安辨识度的亮点特色品牌。
要锻造素质过硬的公安铁军，坚
持从严治警、素质强警、从优待
警，不断激发广大公安民警的职
业荣誉感、自豪感、尊严感、归属
感，以“四个铁一般”要求为标尺，
全力打造一支作风优良、能打胜
仗的象山公安队伍。

潘银浩在县公安局调研指导工作时强调

忠诚履职 服务发展 勇担使命
为“聚力一二五、奋力上台阶”保驾护航

昨日袁茅洋乡文山村的村民们正忙着晾晒鱼鲞遥 鱼鲞是象山特色水产品袁随着春节临
近袁沿海一带的村民抓住晴天低温的大好时机袁将捕获的鳗鱼尧带鱼尧黄鱼等海鱼以自然
风干的方式加工成鱼鲞销往省内外袁供应节日市场需求袁增加经济收入遥（记者 周科）鱼鲞飘香

记者 马振 通讯员 唐尔婕

“今年我们将加大‘123’百亿
级产业集群培育力度，加快重点产
业突围和重点企业培育，强化精准
服务，优化营商环境，实现稳增促
投、提质扩量、提速增效，凝心聚力
推动工业经济取得高质量发展。”
日前，县经信局局长徐大栋谈到新
一年工作思路时说。

工业制造业是立县之本、强县
之基。新的一年，县经信局将围绕
“123”百亿级产业集群建设，重点
改造提升纺织服装产业，做强做优
汽模配产业，加快发展功能膜材料
产业，推动补链强链再提档。聚焦
优质企业，强化政策、资源、服务支

撑，力争到 2023 年，培育形成 30
家规模大、综合实力强的领军型企
业，30家市场占有率高、行业话语
权大的标杆型企业，30 家成长性
好、产品科技含量高的创新型企
业。制定“330”企业培育评定管理
办法，实现分层分类培育，健全动
态调整机制。实施优惠政策支持，
强化资源要素保障，对列入培育的
企业实施有效投入总额 500万元
以上且列入年度计划的工业投资
（技改）项目创新贷款贴息、信用担
保、优先转贷等金融服务，全面落
实“330”企业培育措施。

继续深化“亩均论英雄”改革，
完善改革评价办法，力争全年整改
“两小”200家次、工业区块（行业）

2个以上，腾退低效工业用地 1000
亩。实行工业镇乡（街道）分类奖惩
改革，促进比学赶超。推进“零距
离”企服模式改革，依托县企服中
心及时收集企业难题，全面形成便
捷投诉、高效流转、务实解决、严格
督查的闭环机制。继续搭建“1+N”
涉企服务窗口平台，试行窗口服务
“四帮”标准化服务制度。

徐大栋表示，县经信局将全
力抓好三支队伍，合力兴工再提
效。打造铁军型经信队伍，在

“产业项目”主战场发现、培养和
选拔一批专业化干部，锻造经信
干部雷厉风行、脚踏实地、勤奋
好学的工作作风。建强镇乡 （街
道） 工办队伍，引导工办干部心
无旁骛服务企业，提升工办干部
业务水平。加强企业家队伍建设，
推进行业协会建设，继续实施企
业家素质提升工程，落实企业家
激励机制，让企业家在象山“政
治上有荣誉、经济上有回报、社
会上有地位”。

凝心聚力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访县经信局局长徐大栋

记者 金旭

本报讯 近日，我县出台《“留象
过大年”活动方案》，力图通过送节
日红包、景点门票、电影票、公益培
训等十大“春节礼包”，鼓励外来员
工留在象山过春节。

按照《方案》要求，此次“春节礼
包”重点面向外来在象经商、务工、
学习人员。活动时间为 2021年 2
月 1日（农历十二月二十）至 3月 3
日（农历正月二十）。

一份节日慰问。各地以党委政
府名义，开展短信、视频慰问和走访
慰问。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前提下，
根据实际需求开展小范围、特色化、
多样化节日活动。

一份节日福利。鼓励企业发放
新春福利，引导有条件的企业发放
新年红包、组织新春茶话会等暖心
活动。

一份积分奖励。对持有象山公
安机关签发的有效期内《浙江省居
住证》的外来员工，给予流动人口积
分奖励。

一场电影。在象山剧院开设免
费专场，组织电影小分队送电影到
偏远地区或外来人员居住较为集中
的村社，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包场看
电影。

一份旅游门票。组织开展外来
员工春节优惠游活动，为留象过年

的外来员工提供低价或免费门票。
一组特别优惠。提供免费公共

交通。举办新象山人系列促销活动，
推出中国移动“六大特权千元补
贴”、中国联通“智慧家六大年味大
礼包”等优惠活动。开展象山人交友
联谊派对活动，赠送巾帼民宿房价
优惠大礼包。

一系列公益冬令营。依托县青
少年宫场地、县文化活动中心、县非
遗中心等场地，为留象过年的外来
员工子女开展培训教育、非遗课堂、
社会实践等公益冬令营系列活动，
提供牙齿、视力等体检咨询服务。

一组公益培训。为外来员工提
供各类免费培训、补贴性培训。对按
规定自主开展培训的企业，给予最
高 600元 /人的补贴；鼓励开展灵
活多样的线上职业技能培训，对符
合条件的企业给予最高 800 元 /
人的补贴。

一份劳动保障。加强企业劳动
执法监察，督促企业依法落实加班
工资发放、假期加班调休等举措，及
时处理企业拖欠员工工资问题。对
生活困难的员工，及时给予帮助。

一份健康关怀。开展健康知
识、防疫知识等宣讲活动，做好口
罩等防疫物资供应保障。各医疗机
构积极开展义诊等公益活动，鼓励
企业为留象过年的外来员工开展
健康体检。

推出十大“春节礼包”

我县“放大招”
鼓励外来员工留下过年

记者 高红梅 通讯员 叶哲辰

本报讯 1月 11日，省总工会
二级巡视员王重刚率慰问组来我县
开展春节送温暖活动。市总工会党
组成员、副主席谢玉泉，县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县总工会主席伊珍林参
加慰问活动。

王重刚一行先来到位于西周
镇的宁波天弘电力器具有限公司，
为困难职工李福员送去慰问品和
慰问金，鼓励他树立信心、克服困
难，并叮嘱随行的市、县和企业工
会人员要切实关心关爱困难职工，

认真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和问题，
让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
工会组织的温暖。位于墙头镇的宁
波英海照明电器有限公司受汇率
波动和国际新冠疫情等因素的影
响，生产经营面临诸多困难，王重
刚鼓励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坚持
改革创新、自力更生，想尽办法渡
过难关、走出困境。在中国邮政
集团公司浙江省象山县分公司，
王重刚看望慰问了全国劳动模范
柳建成，感谢他努力工作、辛勤
付出，希望他继续发挥模范示范
作用，弘扬榜样精神。

省总工会来我县开展
春节送温暖慰问活动

记者 张伟海 通讯员 汪啸 郑叶

本报讯 日前，省、市级美丽宜
居示范村验收结果出炉，晓塘乡中
岙村获评省级优秀村庄，涂茨镇大
岭后村、茅洋乡台头村、定塘镇金牛
港村为省级合格村庄，丹东街道后
山村为市级合格村庄。

近年来，我县始终坚持规划、设
计、建设、管理齐步走，重点围绕农村
基础设施开展提升工作，分区域、分
类型、分期分批推进村庄的有机更

新。上述 5个村围绕“科学规划布局
美、村容整洁环境美、村强民富生活
美、乡风和谐文明美”要求，突出村庄
个性特色，从民生实事入手实施 57
项改造工程，共投入建设资金 1756
万元，使得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据了解，目前我县已完成 19
个省级美丽宜居示范村和 11个市
级美丽宜居示范村创建，在建省级
美丽宜居示范村 7个、市级美丽宜
居示范村 2个，为全县农村品质提
升发挥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我县新增 5个省市级
美丽宜居示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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