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踔厉奋发向未来 扬鞭奋进开新篇

我县举行“喜迎二十大 同心跟党走”主题活动
包朝阳出席并致辞 李晓东罗来兴俞骏应建勇出席

文艺汇演现场遥

记者 王浩宇
本报讯 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讴歌党的百年光辉历程，进
一步激发广大政协委员和统战人士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9 月 22
日晚，我县隆重举行“喜迎二十大
同心跟党走”主题活动。县委书记包
朝阳出席活动并致辞。县委副书记、
县长李晓东，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罗
来兴，县政协主席俞骏，县委副书
记、政法委书记应建勇，县领导陈善
杰、莫俶茜、钮晶莹、胡建萍出席活
动。
“万
文艺汇演分为“时代风帆”
象山海”
“同心同行”
“共富未来”
“时
代华章”五个部分，表演者融合歌
曲、舞蹈等多种文艺形式，精彩呈现

《亚运，
了《最美海岸线》
《山海风华》
心中那片海》
《同心共筑新征程》等
节目。演出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的歌声中掀起高潮，当音乐响
起，全场起立，深情齐唱，表达喜迎
二十大、迈向新征程的豪迈之情。
包朝阳在致辞中向全体政协委
员，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
士，以及关心和支持象山发展的社
会各界人士表示感谢。他说，年初以
来，我县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
委工作部署，大力实施“海洋强县、
美丽富民，都市融入、变革驱动”战
略，打出了一套象山版的“稳进提
质、塑造变革、除险保安”组合拳，经
济运行、城市建设、重大交通、文明
城市创建、防台防汛、疫情防控、海
上安全等重点工作取得较好成绩，

经济社会发展在压力挑战中保持前
行态势。在这过程中，广大政协委员
和统战人士始终与党委同心同德、
同向同行，创新打造了“请你来协
商”、统战“象心力”等一批特色工作
品牌，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
积极贡献。
包朝阳指出，当前及今后一个
时期，象山将迎来轨交时代、海洋时
代、双碳时代、亚运时代“四重利
好”，一幅“千帆竞发、万物开源”的
新时代万象山海图正徐徐展开。希
望广大政协委员和统战人士，强化
坚如磐石的政治定力，高举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
旗帜，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决定性
意义，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记者 蒋曼儒 摄）

凝聚海纳百川的磅礴合力，坚持围
聚焦县委县政府
绕中心、服务大局，
重点工作，充分发挥联系广泛、智力
密集、人才荟萃的优势，纳各方之
言、聚万众之智，最大限度凝聚起共
同奋斗的力量。锤炼担当作为的过
硬能力，不断加强履职能力，在助推
象山高质量发展中彰显更好作风、
展现更大作为。县委将一如既往地
重视和支持政协和统一战线工作，
积极为大家履职尽责、建言资政创
造更好条件。
县政协主席会议成员，部分县
政协委员，在象省、市政协委员；在
象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代表，社
会各界人士代表；县级有关部门主
要负责人；县政协机关、统战部副局
级以上干部参加活动。

人才项目传捷报 海聚英才再升级
记者 金旭 通讯员 龚立学
本报讯 近日，宁波资本市场
年度盛会——
—“2022 寻找宁波最具
投资价值企业”活动落下帷幕。宁
波勤邦新材料从 600 多家企业中
脱颖而出，摘得“科创之星”称号；
宁波海铂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荣
获新材料新能源领域最具投资价
值 TOP5。
无独有偶。今年刚落地象山的
人才企业——
—浙江潜研科学技术研
究有限公司、环霆科技宁波有限公
司，分别获得了第十一届中国创新
创业大赛宁波赛区总决赛三等奖和
第七届“创客中国”宁波市中小企业
创新创业大赛创客组优胜奖。

“大丰”上市
昨日袁在定塘镇洋岙村乡贤家庭
农场内袁野大丰冶柑橘挂满枝头遥 阳光
下袁青黄的果子闪着光芒袁惹人喜爱遥
眼下袁野大丰冶柑橘已经抢野鲜冶上市遥
野今年虽然受旱情影响袁但是口
感上更加绵甜袁果皮也更薄遥 冶果农
郑安良正忙着采摘成熟的果子袁沉
浸在丰收的喜悦中遥

海铂新材料、浙江潜研、环霆
科技均是我县去年“半岛英才项
目”政策升级后评选出来的首批 8
个高层次创业团队项目。我县始终
把人才作为第一资源和最大变量，
不断加快人才政策迭代升级，开年
以县委第一个专题会议的高规格召
开县委人才工作会议，出台 《关于
高质量建设新时代人才强县的实施
意见》，基本构建“半岛”系列人
才计划政策体系和“五子”联动人
才生态，政策支持力度达到全市中
上水平。
今年，我县开创性发起首届
“万物开源”海洋双创大会，作为
2022“ 青年与海”人才主题活动海
洋科创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与

第十六届中国海洋论坛一起掀起
海洋科创领域的创业创新浪潮。活
动将集聚“科技、人才、资本”力量，
展示研究成果，探讨海洋经济领域
的新理念、新模式、新经验，招引一
批优质青年创业团队、头部涉海企
业，为我县建设国家级海洋经济发
展示范区主体区提供更有力的人
才支撑和项目支撑。
活动期间，将举行 2022 中国
象山全球海洋经济高层次青年人
才创业大赛颁奖仪式，中国科学院
海洋新材料与应用技术重点实验
室东海（象山）试验场签约仪式，以
及 2022 长三角海洋经济企业图谱
发布等，构成“一会一赛一项目一
图谱”的海洋科创活动板块。

我县坚持把人才工作作为首
位战略和长期策略，面向经济主战
场、聚焦目标产业链，围绕人才“引
育用留评”等关键环节发力，推出
“青年与海”人才主题活动新 IP，吸
引更多人才与象山共成长，每万人
人才资源数连续两年位居全市第
二。“十三五”以来，累计引育海内
外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 （团队）41
个，其中国家级领军人才 5 人、省
级领军人才 6 人、市“甬江引才工
程”15 人。2022 年国家级引才计划
申报数较去年增长 350%，省级引
才计划申报数较去年增长 300%，
增幅位居区县（市）第一。截至 7 月
底，新增青年大学生 4324 人，同比
增长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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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灌式”精准服务
为企业纾困赋能
记者 马振 通讯员 许久翔
本报讯 前不久，县企服中心
(象山 8718 平台)联合宁波市 8718
总平台赴丹东街道、涂茨镇等地开
展产业设备投资类政策讲诊会。一
对一精准“滴灌式”服务让不少企
业感叹：真是“及时雨”，对适用的
惠企政策理解更透彻了。
走实走心，开展精准为企服
务。我县以“五问五破、五比五先”
作风建设专项行动为契机，进一步
创新做法，锻造一流作风，营造一
流环境。此次市、县两级平台“联
姻”，旨在为更多企业精准识别申
报类别，提高政策的匹配度，助力
企业“应知尽知、应享尽享”。
面对新形势新问题，全县为企
服务单位积极夯实政策帮、困难
帮、企情帮等“三帮”功能，强化“市
场帮”工作，让企服平台在政企之
间发挥“粘合”作用，产生“裂变”效
应，促进一站式、多层级的综合服
务大平台建设。今年以来，县企服
中心共举办了 7 场高企讲诊会、5
场政策直播和 2 场联办活动，以不
同形式加强政策宣传落地工作，涵

盖了市县高质量发展、纾困助企、
首台套、绿色工厂、管理创新等热
门政策。连续开展的精准“滴灌式”
小规模讲诊会一改过去“大水漫灌
式”政策巡讲会，让企业更深入知
晓政策、理解政策并享受政策。宁
宁波
波澎湃新能源容器有限公司、
胜筹压铸有限公司、宁波瑞德森船
用泵有限公司等企业均在活动中
及时
了解并成功匹配到适用政策，
享受政策福利。
同时，围绕涉企服务，我县持
续开展“六联六促”大走访活动及
“百名干部助企纾困”专项行动，围
绕惠企政策，全面梳理省市县关于
减负强企、留工优工各项政策。建
立完善企业需求征集、问题办理、
政策落实等工作机制，畅通问题流
截至 8 月底，
转解决渠道。据统计，
受理项目申报、政策咨询、融资帮
扶等涉企难题 2000 多个，办结率
超 96%；兑现企业梯队培育奖励资
兑
金 1360 万元，
惠及企业 162 家；
现融资担保补助资金 424.6 万元，
撬动企业融资 7.5 亿元，惠及企业
55 家；
兑现县级留工优工政策奖励
323.8 万元，
惠及企业 92 家。

龙元建设、华翔电子
入围浙江民企百强
记者 张霞
本报讯 日前, 浙江省市场
监管局、浙江省工商业联合会联
合公布“2022 年浙江省民营企业
100 强”榜单，我县 2 家企业入
围。其中，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营业收入 195.48 亿元位列
第 93 位，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 营 业 收 入 175.88 亿 元 位 列 第
97 位。
“2022 浙江省民营企业
据悉，
100 强”榜单以企业自愿申报为原

则，以企业 2021 年度营业收入
（销售总额）为基本标准，参考其当
年纳税额、净利润等指标及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年报相关数据进
行排序，旨在进一步扩大民营企业
影响力，发挥百强民营企业示范引
领作用，增强民营企业核心竞争
力，推动新时代民营经济新飞跃。
今年，全省共有 200 家民营企业
申请参加排序。
相比去年，今年浙江民企百强
入围门槛为营收 166.69 亿元，较
上年的 149.83 亿元增长 11.25%。

把作风建设成果
转化为事业发展的动力
—访大徐镇党委书记胡柳
——
记者 高红梅 通讯员 吴爽
“作风建设专项行动吹响了全
县上下振奋精神、变革勇进的号
角。”
日前，
大徐镇党委书记胡柳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将紧紧围绕
把作风建设
“问、
破、
比、
先”
四个字，
的实际成果转化为各项事业发展
的强大动力。
胡柳表示，要对准问题“靶向
治”
，
下大力气解决干部队伍中不担
以优良作风不断
当、
不作为等问题，
激发大徐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坚决整改“五个有余、五个不足”现
象，发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斗争
牛岙整村
精神，
聚焦市域铁路征迁、
改造、
黄家山地块收储等难事要事，
在错综复杂的风险挑战中下好先
不断强化产业支
手棋、
打好主动仗。
撑、优化生态环境、增进民生福祉，
努力让“历史问题”成为“历史”
，将
“可能”
。
“不可能”
变为

胡柳说，要在稳进提质上比速
在变革重
度，
在除险保安上比力度，
塑上比效度，
在为民服务上比温度，
在格局站位上比高度。通过开展指
标、进度、成果实绩晾晒，深入实施
“好干部好团队”评选、村干部季度
破题一对一”
片
例会、
“点题面对面、
区例会等制度，在一线历练中锻造
队伍、
竞标选才，
不断提升党员干部
争先意识和
的法治意识、
服务意识、
纪律意识。
解难题、
同时，
坚持
“谋划在先”
“洞察在先”
防
“冲锋在先”作表率、
“纪律在
风险、
“锤炼在先”提能力、
先”
优生态，
持续完善基层治理体系
建设，迭代升级“四级三色”预警平
台，
不断深化
“村民说事”
制度，
擦亮
拉高标杆、
对
“大徐经验”
金字招牌，
标先进,奋力争当乡村治理模范生，
在象山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滨海花园城市中展现大徐过硬作
风、
过硬担当。

（记者 吴敏勇 通讯员 章铭书）

“一把手”谈作风
“五问五破五比五先”行动·

温度：
温度：
今天，
多云转阴，
18~27℃，
偏北风 3~4 级转 5 级；
24 日，
多云，
18~25℃，
东北风 4~5 级；
25 日，
多云；
26 日，
多云；
27 日，
多云。

22 日中心城区空气质量：Ⅱ

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