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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气象 多云到阴，东北风3~4级，最低气温16℃，最高气温25℃。

本报讯（记者 朱从谷）秋意
浓，柿子红。昨天上午，主题为

“柿意丹山英雄会”的第十八届四
明山丹山赤水柿子节开幕式在大岚
镇柿林村举行。市政协副主席、四
明山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主任缪正刚
出席，宁波和我市的知名旅行社、
相关景区及上海、苏州等旅游媒体
代表应邀出席。

进入天高云淡的秋天，在大岚
镇柿林村山山壑壑的柿树上，一串
串红彤彤高挂枝头的柿子，像极了
一盏盏喜气洋洋的红灯笼。蓝天白
云下，白墙黛瓦间，青山绿树装点
的“吊红”，跟古村的幽雅宁静相
映成趣。

由市四明山旅游度假区管委
会、市文化广电和旅游体育局、大
岚镇人民政府主办的本届柿子节将
持续到11月底。其间，主办方将

推出休闲市集、篝火晚会、汉服
周、美食美宿节、摄影大赛等系列
活动。

大岚柿子种植历史悠久，全镇
拥有柿林250余亩，年产量近20
万公斤，是浙东著名的柿子产区。
大岚柿子数柿林村的“吊红”最出
名。

今年是大岚镇借柿造节的第十
八个年头，通过特色活动的持续开
展，大大提升了当地农产品和旅
游、民宿等的知名度，吸引了上
海、江苏等地游客慕名前来，实现
从“卖柿子”到“卖山水空气”和

“卖慢生活”的跨越。
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中

秋、国庆假期，该镇累计实现旅游
收入500余万元，其中丹山赤水景
区接待游客2.7万人次，辖区54家
农家乐累计接待游客2.1万人次。

第十八届四明山丹山赤水柿子节开幕

本报讯（记者 陈周霄）昨天
上午，市住建局举行保庆花园10
幢 10单元电梯加装联合审查会，
助力我市首台老小区加装电梯落户
保庆花园。

今年年初以来，我市积极回应
民生关切，将电梯加装试点列入破
解老居住区“环境秩序差、规范管
理难”问题工作方案，力争实现电
梯加装零的突破。该项工作得到广
大群众热情响应，不少市民以楼道
为单位，递交电梯加装意愿书，由
市住建局牵头实施现场查勘、条件
筛查等大量前期准备工作。其中，
保庆花园10幢10单元率先完成业
主意愿征集和电梯加装方案公示，
成为我市首个电梯加装试点楼道。

保庆花园小区属于梨洲街道学
弄社区，是房龄超 20 年的老小
区，本次试点加装电梯的10幢10
单元临街，1楼、2楼是店铺，有
独立出入口；3楼至6楼是住宅，
共8户住户，居民均为中老年人，
最年长者已76岁。根据方案，10
单元的电梯将加装在楼道出入口
处，通过钢结构廊道与本楼相连，

把楼梯休息平台作为电梯停靠层
站，共开5扇门，分别为1楼（基
站）、2楼半、3楼半、4楼半、5
楼半。

电梯属于特种设备，归出钱的
所有住户所有。目前，加装一台电
梯的项目预算为40万元，其中政
府补贴每台20万元。“加装费用分
摊方面，我们参考宁波的推荐比
例，商定6楼承担40%，5楼承担
30%，4楼承担19%，3楼承担8%，2
楼承担3%。”保庆花园10幢10单
元居民朱文浩介绍，“因2楼商户在
楼道中开了一扇门，我们也征求了
该住户的意见。但2楼的3%费用，
实际由3楼至6楼的住户分摊，相
当于8户各分摊750元费用。对后
期电梯维保费用，我们也已明确，由
3楼至6楼住户平均分摊。”

电梯加装作业覆盖地上、地
下，涉及多个部门。在市住建局举
行的联合审查会议中，10余个部
门及单位的相关负责人就10单元
加装作业及后期维保工作交流意见
建议。目前，保庆花园10幢10单
元电梯加装项目已进入审批阶段。

我市首台老小区加装电梯将落户保庆花园
项目已进入审批阶段

本报讯（记者 胡建东 通讯
员 李灵波）来自市行政服务中心
市场监管局窗口的统计数据表明，
截至9月底，我市个体工商户总量
突破 10万户大关，达到 101037
户，注册资本 （金） 777754 万
元 ，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0.58% 和
18.94%。

据统计，在目前全市个体工商
户中，第一产业的户数、注册资本
（金） 分别为 1730 户、45067 万
元 ， 分 别 占 总 数 的 1.71% 和
5.79%；第二产业为 40086 户、
363299 万元，分别占 39.67%和
46.71%；第三产业为 59221 户、
369388 万元，分别占 58.61%和
47.49%。从行业分布看，信息传
输业的存量增长幅度最大，同比增
长46.89%；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 、 建 筑 业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36.84%、30.78%；批发和零售
业、制造业、住宿和餐饮业的增长

户数最多，现存市场总量较去年同
期分别增长 3166 户、2549 户、
1457户。

从新设立的个体工商户来看，
今年1月至9月新设立个体工商户
13994 户 ， 注 册 资 本 （金）
145407 万 元 ，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4.46%和 35.08%。其中，第一产
业的户数和注册资本（金）同比分
别增长88.08%和 252.47%，第二
产业同比增长 1.48%和 16.46%，
第 三 产 业 同 比 增 长 3.83% 和
37.79%。除传统制造业和批发零
售业外，房地产、信息传输、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交通运输、仓储
和邮政等行业也成为新增产业的亮
点。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政府护市
显实效，“两直补助资金”发放执
行到位，市场逐步回暖，经营者投
资意愿增强；另一方面是疫情推动
市场自救，电商产业、高新产业等
发展较快。

我市个体工商户总量突破十万大关

余兴携手 姚望相助

本报讯（记者 倪劲松）昨天
下午，市委召开常委会会议，传达
学习十九届中央第六轮巡视工作动
员部署会、中央巡视组巡视浙江工
作动员会以及省委巡视指导督导工
作专题培训视频会精神；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
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
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市委
书记奚明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巡视是党内监督的
战略性制度安排，是加强党的建设
的重要举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巡视
工作摆在突出位置。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
示。我们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
彻上级相关会议精神，站在“两个
维护”的政治高度，认真负责地配
合做好巡视工作，充分展现“重要
窗口”模范生的排头兵的政治担
当。

会议强调，要强化政治意识，
深刻认识巡视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积极配合中央巡视组工作，切实将
其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试金
石，以巡视更好推动作风改进、事
业发展。要突出问题导向，以最坚
决的态度、最有力的行动开展整
改，做到责任不落实不放过、问题

不解决不放过、整改不彻底不放
过。要严密组织准备，扎实做好统
筹协调、沟通联络和服务保障工
作，做到精心精细、周到周密。要
严守纪律规矩，确保中央巡视组高
效顺畅开展巡视工作。要坚持统筹
兼顾，把配合中央巡视组巡视与做
好日常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做到

“两不误、两促进”，不断巩固经济
运行企稳回升向好态势，奋力推动
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历来
高度重视年轻干部工作，亲切关怀
年轻干部成长。此次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高瞻远瞩、语重心
长，聚焦年轻干部提高解决实际问
题能力这一关键，深刻阐明了为什
么要提高、提高什么、怎样提高等
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广大年轻
干部成长成才指明了方向，为我们
做好年轻干部工作提供了遵循。我
们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提高政治站位，加强长远
规划，坚持真抓实做，高标准高质
量做好年轻干部工作，努力打造一
支与争当浙江建设“重要窗口”模
范生的排头兵相匹配的年轻干部队
伍，为各项事业永续发展提供坚实
人才支撑。

会议强调，要树牢政治标准，
加强政治素质考察，注重观其言、
考其行、察其德，真正把政治过硬
的年轻干部选出来、用起来。要加

大培养力度，进一步探索优秀年轻
干部日常发现、动态管理、持续培
养工作机制，坚持在基层一线识别
干部、培养干部、选拔干部，加强
专业培训，注重实战锤炼，大力培
养、及时使用敢担当敢作为的优秀
年轻干部。要优化管理机制，既要
做到严格管理，从严管思想、管工
作、管作风、管纪律，又要做到关
心厚爱，推动形成能者上、优者
奖、庸者下、劣者汰的正确导向。
要倡导实干氛围，全市广大党员干
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以上率下、
真抓实干，以最强自觉锤炼各种本
领，敢于破难、直面矛盾，不断提
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更好扛起
责任担当，奋力交出高分发展答
卷。

会议指出，9 月 28 日下午，
中共中央政治局以我国考古最新发
现及其意义为题，举行第二十三次
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作
了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考古工作
的重大历史意义和深远现实意义，
全面部署了我国考古工作和历史研
究工作的重点任务，为我们开展历
史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根本遵循。
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论述，特别
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集体学习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增强做好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责任感紧迫
感，高标准高质量做好保护利用工

作，努力让余姚这座历史文化名城
更有魅力，不断筑牢余姚发展的

“根”和“魂”。
会议强调，当下的重中之重，

是要狠抓河姆渡文化保护利用。要
切实强化思想意识，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上来，坚决扛起保护好利用好历史
文化遗产的历史责任，深入谋划推
进河姆渡文化保护利用工作，精心
打造有影响力的重要文化标识，倍
加努力争当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的排头兵。要切实强化资源整合，
主动作为、主动对接、主动协调，
紧密结合我市“十四五”规划编
制，努力打造以“河姆渡”为遗产
分布空间、以新石器时代为序列的
全新世沿海文化展示区。要切实强
化保护利用，在做好保护的前提
下，健全管理机构，全力做好申遗
工作，加强综合研究，加紧建设遗
址公园，展示好、利用好河姆渡文
化尤其是井头山遗址。要切实强化
宣传推介，坚持从世界文化遗产的
角度去包装推介河姆渡文化，全方
位、多视角、近距离讲好河姆渡、
井头山故事，不断打响史前文化的
知名度、美誉度。要切实强化要素
保障，积极向上对接申请，争取上
级在人才、资金、土地、环境保护
等方面给予我们更大支持，切实把
重要历史文化遗产研究好、保护
好、利用好、宣传好。

市委召开常委会会议
奚明主持

■本报记者 徐渭明 曹婷婷

“上次送过来的鸭子怎么样
啊？”“都长得很好。”“再养大一
点就可以卖了赚钱了。”昨天下
午，在贵州省黔西南州望谟县打
易镇边王村，按照“1 （党
建）+X”帮扶模式，村党支部
书记韦小华陪同望谟县政府办副
主任、县扶贫办副主任李明（挂
职）调研建档立卡贫困户，询问
番鸭的养殖情况。

走在村里，记者发现，不少
村民家中都圈养着番鸭。韦小华
说，“这些都是6月份余姚市阳
明街道西街村送来的 1100 只

‘脱贫鸭’，我们村里将这些番鸭
分发给40多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养殖，为他们增加收入来源。”

今年46岁的王小占就是这
批番鸭养殖的其中一户。“我的丈
夫外出务工了，两个孩子在县城
读书，我在家本来没多少途径赚
钱，附近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几
个月前在村里免费领了鸭苗，村
里告诉我鸭养大后还包回购呢！”
自从家里被分配到27只番鸭后，
王小占拥有了一份新“产业”。

“番鸭的饲养技术要求不
高，村民比较容易接受这个。”
韦小华介绍，像王小占这样的家
庭村里有很多，如今通过余姚市
阳明街道西街村捐赠的1100只
鸭苗，生活有了奔头。

王小占忙着往鸭槽里添加饲
料，看着番鸭吃得欢快，脸上乐
开了花，“现在余姚送我们番鸭
来养殖，它们养大卖掉后，除去

成本可以赚1000多块钱呢！”
“可别小看这1000多块钱，以

前我们村里务农的话，一年也就几
千块钱，这些钱可以对我们贫困户
脱贫起到很大帮助！”韦小华说。

“‘脱贫鸭’给我们带来新希
望！我们生活越来越有信心了！”
王小占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这些番鸭好好养，争取卖个
好价钱，马上又有新的鸭苗要来
了！”韦小华一边给村民打气，一
边欣喜地告诉记者，前几天刚接到
西街村党总支书记孙建权的电话，
询问番鸭养殖情况，还带来一个好
消息，第二批鸭苗也要送过来了，
希望村里抓紧落实养殖场地和养殖
户。“阳明街道西街村对接我们边
王村，在方方面面大力帮扶我们，
我们一定如期脱贫！”

■新闻链接

贵州省黔西南州望谟县是深度
贫困县，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
被列入国家挂牌督战名单。1996
年，我市与望谟县结对，开展东西
部对口帮扶工作。

望谟县有5个贫困村被国务院
扶贫办列入挂牌督战村名单，边王
村是其中之一。为助推5个挂牌督
战贫困村剩余贫困人口如期脱贫、
贫困县摘帽，余姚市创新开展“1
（党建）+X”帮扶模式，与望谟县
5个挂牌督战贫困村组建成立村村

“党建联盟”，以党建引领激发脱贫
攻坚内生动力，助力望谟县挂牌督
战贫困村如期出列，贫困人口按时
脱贫。

“‘脱贫鸭’给我们带来新希望！”

昨天，在位于贵州省黔
西南州望谟县打易镇边王村
的贵州牛犇谷实业养殖场，
工人正在给养殖的牛饲喂。
据公司负责人介绍，我市阳
明街道西街村出资 20 万元
帮助扩大该公司养殖基地，
并定期派养殖技术人员前往
指导，帮助拓宽销路，该养
殖场扩大提供更多就业岗
位，帮助当地贫困户脱贫。

记者 陈则宏摄

扩大规模
助力脱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