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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庐锦） 近
日，浙江省委宣传部公布了浙江省
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示范县 （市、
区）示范乡镇（街道）名单，泗门
镇榜上有名。

农村文化礼堂是农民群众的精
神家园，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主阵地。泗门镇高度重
视农村文化礼堂工作，在文化礼堂
建设中深入挖掘各村的文化内涵和
地域特色，同时在建设中各村将现
有的软硬件资源进行重新整合，结
合自身实际情况“量身定制”建设
方案，通过改建、新建的方式打造
农村文化礼堂。自2013年以来，
泗门镇相继建成16家农村文化礼

堂。到2019年，镇、村两级共投
入用于文化礼堂建设的资金1200
万元，文化礼堂面积达9000平方
米，16个村已全面完成文化礼堂
建设，实现文化礼堂全覆盖。

近年来，泗门镇不仅因地制宜
建礼堂，还因人成事管礼堂、因利
乘便用礼堂、因势利导育礼堂，推
动“建、管、育、用”一体化，努
力把文化礼堂打造为农民的精神家
园。

为加强对文化礼堂的管理，该
镇明确由各村的一名村委会班子成
员负责文化礼堂工作，同时每家文
化礼堂配备1至2名懂文化、会管
理、热心公益事业的专（兼）职管

理人员。全镇现有文化礼堂专（兼）
职管理人员共18名，确保文化礼
堂常态化开放。各村成立文化礼堂
理事会，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化礼
堂的运作和管理。各文化礼堂还结
合大礼堂、道德讲堂、欢乐大舞
台、家园馆（文化长廊）等阵地的
不同功能需求，制定科学合理的规
章制度，方便农民群众参加各类文
体活动和培训教育。

为真正使文化礼堂热起来、活
起来，各村在确保文化礼堂各功能
设施每天开放8小时的基础上，加
强对服务内容和活动的统筹引导，
做到宣讲展览进礼堂、厚德文化进
礼堂、民俗文化进礼堂，做到安排

有计划、活动有组织、展陈有更
新、场地有管理，使文化礼堂活动
常态常新。与此同时，各村充分利
用文化礼堂优势，培育特色文体团
队和志愿者团队，通过乡风传承、
教育教化等活动培育“一村一品”
品牌。

乡村振兴，文化引领。下一步，
泗门镇将着力开展各村文化礼堂提
档升级工作，进一步提升文化礼堂
质量，探索完善文化礼堂管理机制，
充分挖掘文化礼堂丰富内涵，打造
各具特色的品牌活动，开展丰富的
群众文化活动，发挥文化礼堂在以
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树人的培根
铸魂工程中的独特作用。

让文化礼堂成为农民的精神家园
泗门镇实现农村文化礼堂全覆盖

本报讯（记者 施虹吉） 近
日，在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的展示厅内，集纳了一个个缩小版
的多功能集成剧院。粗壮的机械臂
托举着20多平方米的大屏幕挥舞
自如，一侧的智能舞台上，几十个
长方体模块随着音乐上下起舞。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一
直以来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文体产
业整体集成方案解决商，为客户提
供全产业链定制化服务，从设计到
服务、运营，占据了“微笑曲线”
两端，客户来自世界各地，施工现
场遍布五湖四海。在疫情下，该公
司还稳步拓展营销网络，今年在郑
州、深圳新设了分公司和子公司，

凭借自身硬实力在市场上站稳脚
跟。今年前三季度，该公司营业收
入 达 15.29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8.75%，净利润2.09亿元，同比增
长14.22%。

“项目做好了不怕没市场，‘大
丰’的文体装备在高端市场占有率
达70%左右。”公司董事会秘书谢
文杰告诉记者，“公司一直没有放
慢研发的脚步，去年公司研发投入
近 8000 万元。”正因如此，“大
丰”承揽了多年央视春晚舞台、
G20相关场馆、杭州亚运会相关场
馆、国家大剧院合成剧场、上海世
博演艺中心等大型文体场馆的设施
工程，全国多个省市的大剧院、文

化艺术中心都留有“大丰”产品的
印记。“我们公司今年3000万元
以上的项目比去年同期还多，成
交金额也多了2亿元。今年公司整
体业绩比往年更上了一层楼！”谢
文杰说。

在“大丰”的金工厂生产车间
内，记者看到各条生产线火力全
开，赶订单、忙生产，一派热火朝
天的景象。“这个柔性齿条是我们
的专利产品，很多文体场馆内有它
的身影。”谢文杰向记者介绍。另
一旁，一台台龙门加工中心高速运
转。记者发现，这不是普通的加工
设备，而是集车、铣、刨等功能于
一体的多功能设备，不仅实现了

“一站式”数控操作，还实现了减
人增效、精准生产。“原先这些产
品都是外包的，但因交货时间不及
时以及售后等问题，给公司带来了
不少麻烦。自从我们公司购入龙门
加工中心后，生产效率得到了很大
提升。”金工厂厂长杨礼朝介绍道。

近年来，“大丰”坚持走科技
创新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不断加大
技改创新力度。目前，公司的自主
创新成果显著，累计获得国内外专
利900多项，其中发明专利120余
项，还拥有行业内最大的技术创新
团队、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

“演艺装备与服务领域”首家国家
企业技术中心。

“大丰”：打造高端文体产业“新蓝海”

本报讯（记者 胡瑾中）种植
西兰花和草莓的农户福音来了！今
年我市试点推出西兰花价格指数保
险和草莓种植保险。其中，西兰花
价格指数保险为新推出险种，草莓
种植保险为条款升级优化，经宁波
市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协调小组办

公室批复同意试点开办。
按照保险合同，西兰花价格指

数保险的参加对象为种植面积50
亩（含）以上的种植大户，保险期
间为当年11月1日至次年2月底，
每亩保障金额2000元，保费200
元/亩，宁波、余姚两级财政各补

贴25%，农户自交100元/亩。在
保险期间内，由于市场价格波动造
成西兰花月平均批发价低于约定的
保险价格时，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
同约定进行赔偿。

凡种植1亩（含）以上且符合
相关农技要求的草莓种植户即可

参加草莓种植保险，保险期间为
当年11月1日 （含） 至次年4月
30日 （含），每亩保障金额3000
元，保费300元/亩，宁波、余姚
两级财政合计补贴65%，农户自
交105元/亩。该保险责任既涉及
低温和连阴雨气象责任，也涉及
暴雨、雪灾等传统责任，做到了

“传统+气象”的结合。
据悉，这两项保险推出短短3

天，泗门镇和三七市镇就有8户西
兰花种植大户、草莓种植户投保，
参保面积500余亩。

我市试点推出西兰花价格指数保险和草莓种植保险

■本报记者 张云霞

“您好，我是第七次全国人口
普查员，这是我的工作证件。现在
我们正在进行人口普查的正式登记
工作，需要登记一下您的家庭人口
信息，感谢您的配合。”近段时
间，在梨洲街道各社区和村，随处
都能见到人口普查员忙碌的身影。

人口普查涉及每一个人、每一
户家庭。据了解，梨洲街道共有
830个普查小区。自10月11日以
来，该街道积极开展户籍信息摸底
工作，11月1日起，人口普查工
作进入正式入户登记阶段。为了不
漏一户、不漏一人，该街道353名
人口普查指导员、185名人口普查
员不辞辛苦，行走在大街小巷，常
常利用“时间差”，开展人口普查
工作。他们利用晚上、周末等居民
在家时间，逐户走访，摸清每个区
域住房的数量和具体位置，了解户
内人员情况。在此次人口普查过程
中，很多党员志愿者、居民志愿者
踊跃报名参与，形成村社工作者、
党员群众共同担任普查员，相互配
合、合理分工的工作模式。

黄红飞是苏家园村的一名人口
普查指导员。为了能够按时、保
质、保量地完成入户摸底工作，黄
红飞每天及时跟进工作进度，耐心
细致地做好业务指导，时常深入各
普查小区，为普查员提供现场指

导，遇到重难点问题，积极协调解
决，确保了人口普查工作的顺利推
进。常常晚上11点多，她还在微
信工作群里传达上级政策、交流工
作经验。

最良村有一支由3名党员志愿
者组成的普查员队伍，他们是鲁红
贝、李小飞、张纪聪。鲁红贝说，
他们三人主要负责万年小区的人口
普查工作。针对该小区人口多、出
租户多的情况，他们下午4点半出
门，开始入户排摸、登记信息，常
常忙到晚上9点多才回家。“既然
做了这份工作，就要把它做好。人
口普查是利国利民的大事，一点也
不能疏忽大意！”鲁红贝说。

新墅村妇女主任陈丽丽是一位
“准妈妈”，接到人口普查的任务后，
她丝毫没有畏难情绪，选择和大家
一起奋战在一线。考虑到她已经怀
孕7个多月，村干部让她做些相对
轻便一点的整理工作，但她说：“我
是新墅村的村民，村里的人口情况，
我熟！”一个多月来，陈丽丽和同事
走访了大约400户家庭。

据统计，截至目前，梨洲街道
已完成76029户家庭的摸底登记，
登记人数 156399 人，上报短表
64974户。接下来，普查员们将继
续以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做好人口
普查入户登记工作，确保第七次全
国人口普查工作按照时间节点保质
保量圆满完成。

梨洲街道：

人口普查忙 热情不停歇

本报讯（记者 朱煜菲 通讯
员 杨倩倩）近日，临山镇“扫黄
打非”办、文化站、文化服务志愿
者联合行动，开展了“扫黄打非”
出版物市场专项突击检查，严厉打
击非法有害出版物及盗版、侵权等
行为，进一步规范全镇文化市场经
营秩序。

此次检查以学校周边的文化用
品店和书店等出版物经营单位为重

点，特别对销售以青少年为对象的
有害卡通画册及“口袋书”现象进
行了“地毯式”检查。

当天，检查组还对辖区内网吧
进行了突击检查，重点检查网吧是
否接纳未成年人上网，是否严格实
行上网实名登记制度，有无其他违
法违规经营行为，并向经营者宣传
法律法规，增强经营者的守法经
营、文明经营意识。

临山镇开展出版物市场专项检查

本报讯（记者 胡建东）在近
日举行的宁波市交通运输系统筑路
机械设备操作技能大赛中，我市公
路与运输管理中心选派的职工表现
出色，荣获团体第一名。

本次技能大赛分为理论知识和
技能操作两部分。其中，技能操作
项目包括挖掘机操作和装载机操
作，挖掘机选手必须依次完成跨越

河道、垒铁柱、开啤酒瓶3个科
目，装载机选手需完成定点投放、
叠罗汉2个科目。

经过比拼，市公路与运输管理
中心在 13 支参赛队伍中脱颖而
出，获得团体第一名。另外，该中
心职工徐晓明获得挖掘机操作第一
名，杨昌华获得装载机操作第三
名。

市公运中心在宁波技能大赛中获佳绩

本报讯（记者 杨峻达 通讯
员 尹春龙）近日，宁波市第二届
太极推手比赛在宁波市老年体育活
动中心举行，来自余姚、鄞州、宁
海等地的12支代表队百余名太极
爱好者参加比赛。

太极推手，也称打手，是太极拳
的双人徒手对抗练习，至今已有300
多年历史。宁波市自2019年开始举

办一年一届的太极推手比赛。
在本届比赛中，市武协代表队

获得了7金1银的佳绩。其中，曹
爱兰获60公斤级竞技推手、桩上
推手2金，胡建珍获65公斤级竞
技推手、桩上推手2金，张依新获
56公斤级竞技推手、桩上推手2
金，王青获65公斤级桩上推手、
竞技推手1金1银。

余姚武协勇夺宁波太极推手比赛7金

▶昨天，黄家埠
镇横塘村村民正在对
直播榨菜进行间苗。
今年，该镇共种植榨
菜7000余亩，多数农
户采用直播栽培技
术。为了确保榨菜丰
产，连日来，该镇农户
对多余榨菜苗进行拔
除。

通讯员 张辉摄

◀昨天上午，泗门镇相公潭村农户正抓紧对榨菜进行移栽、
间苗、施肥、浇水。该村今年种植榨菜800亩，其中60%为直播
种植。 记者 胡瑾中摄

又到榨菜种植时

近日，市法院在梁弄镇横坎头村设立了“红村法官工作室”。此举旨
在进一步加强基层法治建设，推进区域基层治理现代化。

通讯员 卢文静摄

“红村法官工作室”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