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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本报讯 面对复杂严峻的内外环境，上半年象山
经济表现如何？最近县统计局公布了半年度经济运
行情况：上半年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302.86 亿
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 3.5%，增速居全市第
三，在全省 90 个县（市区）中居第 27 位；二季度实现
增加值 151.71 亿元，同比增长 1.5%。
“上半年象山经济增幅比全国、全省高 1 个百分
点，比全市高 0.6 个百分点，这个成绩来之不易，展
现了逆势下的‘象山力量’
。”县统计局负责人介绍，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 29.78 亿元，同比增
长 4.8%；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131.15 亿元，同比增
长 1.3%；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141.93 亿元，同比增
长 5.3%。三次产业之比为 9.8∶43.3∶46.9，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13.9%、15.2%、70.9%。
今年以来，面对疫情阶段性散发和国际局势变
化对经济运行造成的冲击，我县高效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积极落实稳经济和助企纾困一揽
子政策措施。特别是 4 月份我县发生疫情，全县上下
承压前行、凝心聚力、克难而进，二季度全县经济触
底回升、稳中有进，主要指标增速总体高于全省全市
平均。
工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上半年，全县规上
工业总产值 400.5 亿元、同比增长 8.4%、增速居全
市第四；规上工业增加值 88.2 亿元、同比增长 4.8%、
增速居全市第四，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数字经济核
心产业、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上半年分
别增长 32.5%、28.5%、6.1%、7.6%，分别比全市高
27.1、20.4、0.9、3.5 个百分点，增幅列各县市区第 1、
1、5、3 位。去年以来新增的 128 家规上企业拉动规
上工业增幅 6.5 个百分点，超全部规上工业增幅 1.7
个百分点。上半年，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38.2%、增
速居全市第三。规下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2%、增
速居全市第三。
固定资产投资和进出口增势平稳，消费市场稳
步恢复。全县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5.6%，其中二
季度同比增长 4.1%。上半年新开工项目 55 个，其中
二季度比一季度增加 39 个，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
同比增长 87.8%。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10.17
亿元，同比增长 4.1%。其中二季度零售额 58.41 亿
元，增长 1.2%。全县货物进出口总额 101.85 亿元，
同比增长 9.3%。其中，出口 94.41 亿元，增长 15.7%；
出口产品结构向好，生产企业出口同比增长 20.1%，
占 比 达 66.1% ； 机 电 和 高 新 技 术 产 品 出 口 增 长
23.5%，占比达 48.3%。全县实际利用外资 8063 万美
元，同比增长 26%。
总的来看，上半年我县经济克服多重压力挑战，
呈现触底回升态势。但也要看到，国内经济恢复还面
临不少挑战，经济持续恢复基础不稳固。下一步，我
县将抓住经济恢复关键期，狠抓稳经济一揽子政策
落地见效，
“聚力一二五，走好共富路”，持续开展经
济稳进提质攻坚行动，倾力激发工业化、城市化和新
经济发展动能，推动经济加快回升向好。

16 年，终于啃下这块“硬骨头”
记 者 孙建军
通讯员 芦忆寒 姚雪
历时 16 年，石浦镇临海路
征迁“硬骨头”终于被“啃下”。7
月 29 日晚，随着最后一户征迁
户在协议书上落笔捺印，临海路
区块征迁项目实现签约“清零”。
征迁常被称为“天下第一难
事”，而临海路区块房屋征迁更
是“难上加难”。该地块是石浦中
心 镇区 建 设“ 一体 两 翼 ”中“ 东
翼”的优质地块，涉迁面积
15818.13 平 方 米 ， 建 筑 面 积
14816.18 平方米，涉及四个村共
102 户。2006 年征迁工作开展以
来，经过几任工作组、镇村干部
历时 11 年前赴后继的努力，到
2017 年底，陆续签下 77 户，还
剩下 25 户未签约。
临海路征迁项目为何推进
得如此艰难？原来，该地块历史
遗留问题多、疑难问题多，情况
复杂，光是土地性质就有无证、
集体、国有划拨、国有出让 4 种，
且绝大部分存在土地证面积与
房产证面积不符，房屋确权面积

与实际建筑面积不符等问题，特
别是因多年来区域征迁政策基
本保持不变，导致房屋征收比准
价偏低，一部分征迁户心理有落
差，签约意愿不强，征迁工作难
度很大。
去年 10 月，新到任的石浦
镇党委主要领导了解到这一情
况，率队赴该地块实地调研走
访，听取汇报、把脉问诊，下定决
心依法依规强力推进这个被称
为“石浦征迁史上最难的项目”，
将久攻不下的临海路征迁作为
重点项目列入阶段性“清零”任
务表。
随着发令枪的响起，一种共
鸣、一种氛围、一种势能，迅速在
全镇集聚形成。镇党委每周召开
党
工作会议，
听取工作进展汇报；
政班子会议多次专题研究临海路
项目，
研判分析、协调解决征迁工
进一步明方向、
作中出现的困难，
找路径、想对策；配强工作组力
抽调征
量，
由镇人大主席任组长，
迁经验丰富的精兵强将，分片包
户、
倒排节点、
挂图作战。
打了 15 年“持久战”都没能

拿下的征迁“硬骨头”，如何在短
时间内实现突破？接到任务后，
征迁人员以“一天不耽搁、一刻
不放松”的紧迫感，勇担当、善作
为，坚决奋战“清零”一线。他们
没有周末，每逢节日加倍忙碌，
每天从早上 7 时工作到晚上 12
时，甚至到凌晨一两点；他们一
次次上门走访，不厌其烦地讲政
策、说道理，坚持不懈做好思想
工作……
临海路征迁“清零行动”不
仅有力度，更有温度。征迁户老
蒋起初坚决不同意征迁，工作组
上门好几次都没有进展。其间，
老蒋的妻子出交通意外住院，工
作组的同志得知后，第一时间赶
到医院看望，并主动帮忙处理事
故后续事宜。温情让老蒋卸下
“心防”，敞开“心扉”。签下协议
后，老蒋用力地握了握征迁干部
的手……
征迁户老刘一家，对拆迁后
在何处安身一直有顾虑。工作组
的同志热心地帮他们搜索合适
的房源，多次陪老刘及其家人到
现场踏勘，联系房产中介了解市
场行情，与开发商面对面协商购
房优惠……所有这一切，征迁户
都看在眼里。最后，老刘满意地
在协议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磨破嘴皮不嫌烦、踏破门
槛不怕难”，一遍遍的真心交流

换来了签约工作的顺利推进。至
今年 7 月中旬，还剩下 11 户征
迁户未签约。在突破高温纪录的
酷热中，临海路征迁工作迎来了
关键“大考”。工作力量进一步配
强，每户征迁户挂钩一名党政班
子成员……石浦镇吹响了征迁
“清零”、决战决胜的冲锋号。
攻坚克难加油干。自 7 月中
旬起，工作组放弃所有休息日和
原定的疗休养安排，全身心地投
入到攻坚“清零”中。无论多晚都
坚持日集中、日碰头、日会商，制
定“ 一户 一 策”征 迁 策 略 ，坚 持
“多把钥匙开一把锁”，发动涉迁
群众亲朋好友协助讲政策、做工
作。通过大量扎实细致的群众工
作,“相互沟通无障碍、相互理解
无隔阂、相互支持无阻力”的工
作态势逐渐形成，
真心换真情，
“ 征”得百姓
心。征迁户老王生活困难，夫妻
俩年纪大了，都患有基础疾病，
需要长期服药，位于临海路的房
屋是他们的一块“心病”。工作组
积极协调各方帮助他们减轻生
活压力，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用行动感动了老两口。
“在协议书上签字后，我们
自己也放松了许多。这段时间真
的辛苦你们了，一次次不厌其烦
地帮我解决问题，谢谢！”老王由
衷地说道。

爱在七夕
经典传承

聚力一二五 走好共富路

十一届县政协委员培训班开班
俞骏作开班动员
记者 俞宇
本报讯 昨天上午，十一届县政
协委员培训班开班。县政协主席俞
骏作开班动员，副主席陈爱武、励茂
平、杨盛昂、徐小平，秘书长胡金文
参加。
俞骏强调，今年是十一届县政
协开局之年，也是新一届委员履职
的第一年。全体委员要明确“为什么
学”，充分认识到学习是适应时代发
展的迫切需要，是推进新时代政协
事业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提高履
职能力的迫切需要，增强学习的思
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弄清“要学什
么”，把握学习重点，通过学好创新
理论、重大决策部署、政协知识、数
字理念，切实把握履职方向，强化责
任担当，提高履职本领。要牢记“该

怎么学”，提高学习成效，坚持终身
学习、善于研讨交流、强化知行合
一，努力使学习成果转化为做好政
协工作的本领，转化为政协委员履
职的实际行动。要严格培训纪律，确
保培训任务圆满完成。
据悉，本次培训为期 2 天，开
《数据的力
设《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量——
—透过 统 计数 据 看 象 山 经 济
发展》
《推进数字化改革进程，让城
市因“智”而治》
《新时代我国新型
政党制度与人民政协履职》 等课
程，旨在通过学习交流，引导和帮
助广大政协委员深刻认识当前经
济形势及人民政协的性质定位，准
确把握政协工作的方向、方法和路
径，增强履职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真正做到珍惜荣誉有担当、履职尽
责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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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法院再掀“执行飓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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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4 日是 中国 民间 传统节日七
夕遥 当晚袁由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尧
象 3 群联主办的 野爱在七夕冶2022 年七
夕节大型主题活动在青草巷举行遥 在轻
松尧浪漫的氛围中袁参加活动的单身男女
青年观看了传统婚礼演绎尧 非遗节目表
演袁并通过鱼拓尧剪纸尧打绳结等非遗体
验项目增强互动尧增加了解尧增进感情遥
图为中国传统的抛绣球尧 抢绣球风俗场
景再现遥

（记者 蒋曼儒 黄玎 通讯员 陈姣）

“除险保安”托起半岛群众“稳稳的幸福”
记 者 郑丹凤
通讯员 陈兵 林水军 实习生 俞小默
“阿杰，多亏你提醒，要不
然我们的养老钱就被骗走了。”8
月 1 日一早，西周派出所民警沈
晓杰来到偏远山村杰岙驻村巡查，
家住村南首的赖如海老人特意对
他表示感谢。
几天前，沈晓杰驻村时发现几
个老人在谈论有公司上门售卖“健
康净水器”，立刻警觉此事或系养
老诈骗，他马上向所里汇报并当即
组织村民开展反诈宣传，提醒大家
切勿贪小便宜，避免受骗。随后，
西周全镇驻村民 （辅） 警迅速行
动，进村入户广宣传强防范，牢牢
捂住村民的“养老钱”
。
每月数次、每周数天，走访村
（社）群众，及时发现矛盾问题，排
查隐患、化解纠纷……今年以来，
县公安部门积极践行“三为服务”，

结合“一村一民（辅）警”工作，实现
警力下沉，创新推出“驻村（社）警
务哨兵”机制。截至 7 月底，全县刑
事、治安、纠纷类警情分别同比下
降 29.47%、3.38%、1.18%。
数据是对半岛象山平安画像
的精准刻画，更是稳进提质、除
险保 安 、塑 造 变革 的 有效 体 现。
记者从县委政法委了解到，今年
以来，我县各地各部门以“除险
保安”专项行动为契机，着力构
建“大平安”机制，全方位、全
领域排查化解风险隐患，有力确
保了 全 县社 会 面整 体 平稳 有 序，
托起半岛群众“稳稳的幸福”。
为有序推进“除险保安”专
项行动，建设平安象山，我县通
过数字赋能“清单化”管理模式，
全力开展平安风险隐患排查化解
工作，建立问题隐患库，统筹社
会力量，着力提高矛盾纠纷和风
险隐 患 的“ 发 现率” “ 化解 率 ”

“清零率”。同时，精准聚焦、系
对一”啃硬骨头、攻坚克难，在
统施治，闭环落实问题整改，扎
全县上下形成了防风险、保平安、
实推进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安全、 护稳定的强大合力。
流动人口管理及平安法治等重点
“除险保安”专项行动推进
工作落到实处。统 计 显示 ， 1-7
中，“平安啄木鸟”力量不容小
月份全县共开展四轮风险隐患排
觑。今年以来，全县 857 位网格
查，累计化解风险隐患 179 条。
员、15 个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志愿
值得一提的是，5 月上旬正式
者紧扣“除险保安”主题，化身
上线的“除险保安”晾晒综合应
“啄木鸟”“挑刺找茬”，形成全面
用运行效果良好，各地各部门积
动员、全民参与、全城创安良好氛
极主动在线上填报风险隐患并做
围。截至 8 月 1 日，我县“平安啄
到及时化解。同时，我县还压紧
木鸟”志愿者上报“除险保安”相
压实“平安啄木鸟”“党委书记
关事项 8272 件，整改关闭 8215
每月巡听”“晾晒大督考”“大
件，办结率达 99.31%。此外，各
监督”等四大机制，对县域内存
级各部门还积极吸纳更多民间力量
在较大风险隐患的企业、出租房、 参与纠纷调解，广泛扩建三级调解
高层建筑、学校等进行暗访并及
组织，目前已累计受理调解矛盾纠
时晾晒，督促行业主管部门“一
纷 3593 起、调解成功 3589 起。

今天，晴到多云 ，温度：27~36℃，偏南风 4 级；6 日，多云，午后转雷阵雨，温度：27~36℃，偏南风 4 级；7 日，晴到多云；8 日，晴到多云；9 日，多云。

建设平安象山
4 日中心城区空气质量：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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