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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代会象山代表团
审议市人大常委会和市“两院”工作报告
记者 马振
本报讯 昨天，出席宁波市十
五届人大六次会议的象山代表团
通过分组会议和全体会议审议宁
波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宁波市
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并依法票选
2021 年宁波市民生实事项目。
在审议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工
作报告时，代表们认为，该报告贯

穿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主题鲜明，内容详实，思
路清晰，高屋建瓴，总结工作实事
求是，安排今年工作精准到位。报
告通篇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
家作主、依法办事有机统一的要
求，全面贯彻市委决策部署，聚焦
争当“重要窗口”模范生目标任务，
体现了大局意识、法治思维、民生
情怀，是一个实事求是、凝聚人心
的好报告。

代表们表示，将认真贯彻本次
市人代会精神，立足象山实际，为
宁波打造现代化滨海大都市贡献
智慧和力量。坚持服务中心大局，
围绕县委“海洋强县、美丽富民”战
略，做深做实人大监督工作，推动
县委“聚力一二五、奋力上台阶”专
项行动落到实处。积极回应民生关
切，主动走进基层，走近群众，多建
发展之言，多献富民之策；同时将
充分发挥代表的带头示范作用，弘

扬社会正能量。
在审议“两院”工作报告时，代
表们认为，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工
作报告和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工作
报告内容丰富，数据详实，客观反
映了去年工作成效，明确了今年工
作方向，体现出政治责任和司法担
“两院”
当。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
进一步增强为民意识，提高司法工
作的质量和效益，为市域社会治理
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市人代会象山代表团提交建议 27 件
记者 马振
本报讯 宁波市十五届人大六
次会议召开期间，我县参加市人代
会的人大代表立足实际，积极为宁
波加快打造现代化滨海大都市、争
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市建言献
策。截至昨天上午 9 时，象山代表
团共向大会提交建议 27 件，涉及
经济社会发展多方面内容。
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积极融入
宁波现代化滨海大都市建设是代
表们关注的主要话题。代表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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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象山作为宁波海洋经济发展示
范区的主体区，要大力实施海洋强
县战略，加快海洋科技创新步伐，
合力推进象山港、石浦港口岸开发
开放，将海洋资源优势转变为产业
优势和发展胜势，加快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滨海城市，助力宁波海洋
中心城市建设。孟伟建代表提出
《加大全市产业布局统筹力度的建
议》，他认为，要特别加大全市海洋
产业布局统筹力度，把海洋工程装
备区块作为宁波海洋经济发展示
范区启动区块。象山临港装备工业

园要积极打造成为宁波市海洋工
程装备制造的重要功能区。
代表们结合自身工作，经过前
期调研，提出不少好建议。胡蓉蓉
代表是一名水利工作者，她根据自
己的工作实践提出《将象山县供水
纳入宁波市统筹的建议》，希望把
象山县南部供水纳入宁波南湾新
区水资源保障规划，加强白溪引
水，保障对象山的供水以缓解旱
情。应东旭代表长期从事水产行
业，他提出《加快宁波水产种业发
展，打造全国种业示范基地的建

议》，建议积极贯彻国家种业振兴
战略，做好顶层规划设计，加大对
水产种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加强高
端人才的引育，推进科研创新，强
化种业监管和调控能力。胡祖广代
表是一名青年创业者，他提出《关
于加大倾斜扶持力度，改变海岛落
后面貌的建议》，希望市委、市政府
加大对海岛的开发建设力度，加快
推进石浦环岛连岛工程建设，加快
谋划建设南田、高塘“两岛”跨海通
道，补齐海岛交通短板，助力“交通
强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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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财政收入
实现首月
“开门红”
记者 黄玎 特约记者 洪笑然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县财政
局获悉：2021 年 1 月，我县实现财
政总收入 12.8 亿元，完成年初预算
的 14.4%，同比增收 1.7 亿元，增长
15.4%，高于全大市平均增幅 1.6 个
百分点，呈现提速增效的良好“起
势”，顺利实现首月“开门红”。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
7.1 亿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2.7%，
同比增收 7362 万元，增长 11.6%，
高于 全 大市 平 均 增 幅 1.5 个 百分

点；中央财政收入实现 5.7 亿元，完
成年 初 预算 的 17.4% ，同 比 增 收
9747 万元，增长 20.5%。
据悉，今年开年以来，县财政
局紧紧把握财政经济大势，按照县
委、县政府的各项决策要求，把推
动财政收入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
任务，牢牢咬紧财政收入预期目
标，着力盘活资产资源、拓宽收入
渠道，实施更加积极有为、可持续
的财政政策，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夯实 财 源 基 础 ，为 推 动“ 十 四
五”新征程开好局、起好步。

聚力一二五 奋力上台阶

一块田当作两块用

鹤浦镇 3000 余亩水田实施“水稻 - 小麦”轮作

记者 郑丽敏 通讯员 卓嵩
本报讯 当下，鹤浦镇大片绿
油油的麦苗开始结穗。该镇充分利
用“冬闲田”，实施“水稻 - 小麦”轮
作，以提高耕地的利用率和产出，
使“冬闲田”变成“增收田”。
据了解，该镇通过 4 年的鼓励
和引导，全镇小麦种植面积从 2017
年的 100 亩，增加到现在的 3000

余亩。在该镇农办，记者看到了一
份“水稻 - 小麦”轮作时间表：6 月
上旬种植单季稻→11 月上旬水稻
收获→11 月中旬小麦播种→次年
5 月下旬小麦收获。
在该镇的高坎头、大南田等
村，因为连片的田野一年四季都种
有水稻或小麦，碧绿的禾苗、金黄
的稻浪经常吸引周边游客前来观
光、拍照。

我县一学子
被西安交大少年班录取
银大年初三早晨袁石
浦各码头开始忙碌起来遥
在船老大的指挥下袁每条
船加满 20 吨水尧 充好 50
吨冰 尧加满 180 桶油袁新
绱 的网 具 被 拖 上 了 甲 板
噎噎

荨2 月 19 日 渊初八冤
上午袁石浦铜钿礁码头人
声鼎沸袁外省籍留象渔工
带着铺盖和日用品袁齐装
满员被驳运到渔船上遥 当
日袁2000 多艘大马力渔船
驶出铜瓦门尧开赴东海开
捕新春第一网遥

（特约记者 谢定伟）

近日袁大目湾实验学校 908 班的赵一诺同学渊见图冤袁被全国野985冶高校西安交通
大学 2021 届少年班录取遥
西安交通大学是 1987 年经教育部批准招收少年班的 13 所高校之一袁通过综合
素质测试选拔各地优秀少年遥 今年参加该校少年班选拔的全国优秀初三学子超
2000 人袁最终录取 200 人遥 赵一诺同学凭借全面的自身素质和稳定的发挥袁顺利通
（记者 黄美珍冤

过测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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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
温度：
今天，
晴到多云，
8~14℃，
北到东北风转东北风 4 级转 3~4 级；
24 日，
多云到阴局部小阵雨，
8~15℃，
东北风转东南风 3~4 级；
25 日，
阴有阵雨；
26 日，
阴有雨；
27 日，
阴有雨。

象山县贤庠镇公众号

象山县新桥镇公众号

22 日中心城区空气质量：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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