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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晴，温度：4~17℃，北到东北风 3级；26日，晴到多云，温度：7~17℃，东北风 3~4级转 4级；27日，多云；28日，多云转阴，后半夜有小雨；29日，阴有阵雨。 24日中心城区空气质量：Ⅱ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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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象山港网站山海万象 APP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强调

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攻坚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
建立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

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出席 详见“山海万象”新闻客户端，敬请扫码

记 者 励申之 胡绿茵
通讯员 蔡丹龙 陈永祥

本报讯 连日来，位于黄避岙
乡的浙江易锻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下称易锻精密）的会议室气氛热
烈，来自西北工业大学宁波研究
院、中科院宁波材料所、宁波工程
学院象山研究院组成的专家团队，
正和企业技术团队就“大深径比变
截面空心薄壁细长轴内孔精密成
形工艺及装备研究”项目进行深入
对接。

易锻精密是我县的重点税源
企业，今年前三季度销售收入、上
缴税收同比分别增长 63%和 76%。
近年来，公司深耕精密制造行业，
为国内外客户提供了一系列高效、
先进的智能化伺服成形装备，形成
了较为成熟的薄壁壳体深腔件成
形技术研发体系，但在“大深径比
变截面空心薄壁细长轴”领域，部
分技术依然存在“卡脖子”的现象。

据易锻精密技术总监梅碧舟
介绍，传统深孔加工技术因为生产
效率低、材料利用率低、产品成功
率低等缺陷，难以满足大批量供货
需求。大深径比薄壁细长轴的加工
技术是航空发动机的关键制造技

术之一，在汽车领域也有很好的应
用前景。因而，研发变革性的大深
径比薄壁细长轴加工新技术成为
企业当下的迫切需求。

为了帮助企业精准破解难题，
助力创新发展，县科技局干部在与
县税务局研发费用政策专业团队
商讨后，决定将易锻精密提出的

“大深径比变截面空心薄壁细长轴
内孔精密成形工艺及装备研究”作
为关键共性技术需求选送至第六
届中国创新挑战赛（宁波）主场赛，
吸引了全国四个技术团队的目光。
最终，该项目由西北工业大学宁波
研究院曹苗团队“揭榜挂帅”，并与
企业达成合作。

据了解，年初以来，县科技局
派出 6个助企小组，针对我县 122
家科技型企业开展技术难题挖掘
对接、高企申报、科技项目申报、科
技金融等一系列科技服务，共计挖
掘相关需求 121项，已解决 54项，
其中 5项技术难题得到有效解决。

图为易锻精密生产车间遥

科技助企谋发展“揭榜挂帅”破难题

记者 马振 通讯员 练黎

本报讯 近日，我县下达 2020
年差别化土地使用税奖励资金，谊
胜针织等 149家“亩均论英雄”A、
B 类企业分享 1266.28 万元奖励
资金。这是我县通过差别化的资源
要素配置倒逼企业提升发展质量
的一项举措。

今年，我县修订完善《“亩均论
英雄”改革实施方案》，科学界定评
价对象。除电厂、燃气等公益性、重

大项目建设期内、新投产新上规等
企业外，全县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
576家规上企业，及拥有工业用地
3 亩（含）以上的 534 家规下企业
均被纳入评价。对规上企业设置亩
均税收、亩均增加值、单位能耗增
加值、单位排污增加值、全员劳动
生产率、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
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等 6项指标；
对规下企业仅评价亩均税收单项
指标。

根据本地产业特点，我县对

1110家企业开展分类评价。对规
上企业综合打分后，分别取前
20%、50%、25%和 5%为优先保障
类、重点提升类、调控帮扶类和整
治限制类，简称 A、B、C、D类；对规
下企业按亩均税收高低确定 A、B、
C、D四类。

我县发挥资源要素配置的杠
杆作用，把正向激励与反向倒逼结
合起来，全力培育“优等生”。加大
正面激励宣传，评选 70家“亩均论
英雄”评价先进企业予以公示，选

取各行业排名前 5名的企业，授予
“综合效益优秀企业”称号。强化反
向设限制约，明确亩均效益综合评
价 D 类企业不予享受县财政的各
项扶持政策，C类企业予以减半享
受；D类企业不纳入各类评先评优
范围，不得入围“330”企业培育。
“亩均评价”促进工业高质量

发展。今年 1-10月，全县累计实现
规上工业增加值 130.0亿元，同比
增长 15.7%，高于全市平均 1.8个
百分点。

我县持续深化“亩均论英雄”改革

通讯员 严舒玮 记者 金旭

本报讯 近日，县委组织部召
开部机关全体干部会议,传达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会议指出，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是在建党百年之际召开的一
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要
把学习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纳入
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党员集中轮
训、基层党支部“三会一课”、
主题党日的重要内容，科学制定

党员干部培训计划，确保学习贯
彻全会精神覆盖到每个党支部、
每名党员，推动学习贯彻不断深
入、落地见效，切实把全县党员
干部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
上来。

会议强调，组织部门要带头
学深悟透全会思想精髓、精准把
握内在要求，对标党建能级提升
行动，构建“党建统领、整体智
治、唯实惟先”的组织工作新格
局，进一步强化党委中心工作组

织保障。要强化“人民至上”的
宗旨意识，立足大抓基层、重抓
党建，纵深推进“固本强基”三
年行动，推动党建引领高质量发
展建设共同富裕样板县。要主动
对标数字赋能，运用数字化改革
成果加强改造升级干部绩效考核

体系，推动干部队伍干部工作系
统重塑迭代升级。要善于做好统
筹谋划，锚定一流目标，高点定
位组织工作明年思路调研，着力
提高组织工作服务保障质效与水
平，以组织工作争先进位服务保
障全县中心大局争先进位。

县委组织部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学习贯彻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记者 吴敏勇 张伟海

本报讯 11月 23日至 24日，省新时代美丽
乡村标杆县检查组一行来象检查创建工作。县领
导李晓东、奚海峰、吴志辉参加相关活动，市农业
农村局副局长王才平陪同检查。

23日下午，检查组听取了我县创建新时代
美丽乡村标杆县工作情况汇报。近年来，我县秉
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定不移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全力打造“千万工程”升级版，先
后获评首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首批村庄
清洁行动先进县、首批农村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
用示范县和中国最美休闲度假旅游名县、省首批
美丽乡村示范县等荣誉称号，列入全国宅基地改
革及省首批新时代乡村集成改革等省级以上试
点 10余项，连续三年获得乡村振兴、美丽乡村、
农村人居环境等省级考核优胜。2020年实现农
业总值 145.9亿元，位居全省第二，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35557 元，城乡收入比缩小至
1.71:1。

自美丽乡村标杆县创建目标确立以来，全县
上下持续开展“两线两村”“三清三美”等美丽乡
村专项行动，以全域共美、环境秀美、数智增美、
产业壮美、风尚淳美、生活甜美为主题，深化改革
集成、推进美丽创建，加快美丽环境向美丽经济
转变，具有象山特色的强农美村富民发展步伐不
断加快。截至目前，已建成新时代美丽乡村精品
村 82个，市级示范乡镇 6个、风景线 10条、示范
村 21个，A级景区村庄 104个、3A级景区村庄
23个，创建质量和数量保持全市领先。

24日，检查组分赴泗洲头镇墩岙村、墙头镇
溪里方村和方家岙村、黄避岙乡高泥村和龙屿
村、贤庠镇青莱村，实地检查农村人居环境、乡村
旅游、民宿经济、乡村治理等工作，并对大徐镇厨
余垃圾资源化处理站点、黄避岙乡湖头新村进行
随机暗访检查。

在听取汇报、明查暗访后，检查组对我县创
建省新时代美丽乡村标杆县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我县创建工作思路清
晰、重点突出、措施有力、成效显著，符合评价办法各项指标要求，各方面长
效管理机制岗位清晰、责任明确。希望象山在下阶段工作中，以“保底色、增
特色、提成色”为主线，对标未来乡村、数字乡村和共富乡村标准，努力建成
全省最具滨海风情的美丽乡村标杆示范区和集成展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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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俞笠

本报讯 昨日下午，“梨园芬芳、
我心向党”庆祝建党 100周年现代
京剧“五进”巡演走进高塘岛乡江北
村。县半岛京剧艺社为海岛群众带
去《智取威虎山》《杜鹃山》《红灯记》
等红色经典京剧名段，奉上一场精

彩的京剧视听盛宴。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县文化和

广电旅游体育局、高塘岛乡主办，旨
在丰富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传承国粹京剧艺术，彰显浓郁民族
艺术魅力，宣推象山北纬 30度最
美海岸线、海洋渔文化（象山）生态
保护区等文旅品牌。

红色国粹经典进海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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