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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施虹吉） 昨
天，宁波生久科技有限公司散热风
扇生产车间，6条装配线“马力全
开”。“散热风扇是我们未来的主打
产品，可应用于通信及服务器、变
频器等行业领域，现已与中兴、华
为等大公司达成合作。”生久科技
运营总监王瑞介绍，今年 1-5
月，该公司产值达3.2亿元，同比
增长20%。生久科技的蓬勃发展
是大隐镇工业经济稳步增长的真实
写照。

今年以来，大隐镇工业经济奏
响高质量发展“奋进曲”。1-5
月，大隐镇19家规上企业产值和

增加值增幅均超过17%，宁捷电
子、华腾电机等公司增幅达30%
以上。在新冠疫情反复和国际局势
动荡的严峻形势下，大隐镇工业经
济稳步发展，得益于该镇企业在日
常管理、产品研发、技改投入、质
量求精、节能减排等方面有着严格
要求。同时，该镇企业还力求产品
拥有核心竞争力，加大行业话语
权，发挥难以替代的优势。“根据
企业订单情况来看，预计我镇经济
全年能保持两位数的增幅。”大隐
镇副镇长赵奕挺说。

深化扶优扶强，增强发展驱动
力。大隐镇以“稳增长、转方式、

调结构”为重点和抓手，着力推进
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
朝着稳定健康、转型提升、创新创
优、集群集约方向发展，促进全镇
工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此外，该
镇聚焦企业用电、员工住宿、疫
情防控、政策兑现、物流保畅稳链
等问题，精准施测，切实解决企业
发展中遇到的“痛点”“难点”问题。

加快“腾笼换鸟”，拓展发展
新空间。大隐镇积极整治“低小散
乱污”企业，淘汰落后产能，扩大
招商引资，引进优秀的新企业、新
产业。“‘腾笼换鸟’，腾出发展新
空间。我们把着力点放在引进、培

育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好项目、大项
目上，推动全镇经济高质量发
展。”赵奕挺说。

加强扶持培育，壮大规上企业
队伍。大隐镇强化优势产业提质增
效，精心帮扶潜力微小企业做强做
大，推进传统企业抱团取暖。今年
该镇预计会有 3－5 家本地企业

“上规”，规上企业总量有望达到
25家，其中亿元企业达到6家。

深化扶优扶强 加快“腾笼换鸟”

大隐奏响高质量发展“奋进曲”

■本报记者 张云霞

炎炎夏日，酷暑难耐。
昨天下午2时许，室外气温

直逼40℃。
梨洲街道办事处大院，正在

实施雨污水改造工程。工人们顶
着烈日加紧施工，抢抓进度，有
的搬运管道、有的浇灌水泥、有
的砌筑砖块……一派热火朝天的

施工景象。
“我们每天早上 7 点半到中

午11点、下午1点半到5点半，都
在这里干活。”老家安徽的曹师傅
戴着安全帽、弓着腰，在仔细地砌
井砖。他的T恤衫被汗水浸湿了
一大片，头上的汗珠如雨滴般不
停地滚落下来。长时间在室外工
作，他的手臂被晒得黝黑黝黑
的。“天气热也没办法，活儿还是

要干的，习惯了！”曹师傅笑着说。
不远处，老家贵州的陈师傅趁

着休息间隙，仰头猛灌了几口水，
一会儿工夫，一大瓶水被喝了个

“底朝天”。“这天热啊！只能多喝
水，防止中暑，我每天起码要喝掉
四五瓶大瓶装的水。”陈师傅在工
地负责搅拌混凝土，“一天也不记
得要搅拌多少桶水泥，反正每天都
忙个不停。”

一旁，李师傅熟练地控制操作
杆，挖掘机的“巨臂”左右挥动
着。“我的任务是把这里的地平整
好，马上要铺浇柏油路面了，要把
基础打好。”驾驶室有空调，但透
过挖掘机的小窗口，记者看到李师
傅脸上挂满了汗珠，他说，“长时
间呆在小小的驾驶室内作业，不轻
松。”

记者从梨洲街道了解到，为提
升辖区雨污水处理能力，进一步推
动省级“污水零直排区”创建，梨
洲街道启动街道办事处雨污水改造
工程，总投资 370 万元，于 6 月 1
日进场施工，包括雨污水管道改
造、周边道路改造提升等，主体工
程将于7月底完工。

“每天要喝掉四五瓶大瓶装的水”

本报讯 （记者 赵静 通讯
员 陆渝婷）“大妈，门口公共区
域堆放杂物多不安全啊！您要的东
西请拿进屋，不要的我们帮您清理
掉了……”这是凤山街道凤山社区
干部近日在晨光家园小区开展楼道
乱堆放整治活动的一幕。

晨光家园是安置小区，居民在
车库前堆放物品以及在楼道里放置
杂物时有发生。为彻底整治这个

“陋习”，该街道组织发动联居干
部、社区干部、城管、物业、志愿
者等，开展大清除大整治行动。凤
山街道坚持党建引领，按照“统筹
协调、条块联动、精雕细琢”工作
原则，狠抓整改整治提升，大力夯
实文明城市创建基础，全力提升全
域文明水平。

为切实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凤
山街道成立工作领导专班，制订
《凤山街道关于开展“文明有礼
‘最名邑’专项整治月活动方
案”》《凤山街道深化全国文明城
市建设集中攻坚月进程安排表》和
文明城市督查反馈闭环管理流程，
严格落实第一责任人制度，明确国
测点位和“七周边”重点点位责
任，做到包点到人、包路到人。同
时，成立4个专项督查指导组，实
行定期通报制度，每日下发国测点
位和“七周边”汇总通报，每日下
达重点工作提示单，每周公示各单
位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确保抓好
巡查检查、问题反馈、督促整改、
点位“回头看”等工作。

凤山街道创新实施深化文明城
市建设工作“1+N+X”工作模
式。“1”指联村 （社） 党员干
部，“N”指1个村（社）干部、1
个网格长、1个城管、1个环卫、1
个片警等，“X”指众多热心村
（社区）建设、积极参与基层社会
治理的广大党员群众，以街道微网
格为单位组成一个团队。围绕测评
范围进行“拉网式”排摸和“闭环
式”整改，通过“小网格”助力文
明城市建设“大格局”。截至目
前，该街道共开展环境卫生专项整
治活动52场次，累计1600人次参
与，清运垃圾1300吨、清理广告
近3000平方米，拆除各类违法、
破损广告设施及违章搭建75处。

此外，凤山街道广泛动员机关
党员干部、村（社区）党员、在职
党员、市直下沉党员干部和居民志
愿者等力量，在推进全域创建和提
升市民文明素质上集中攻坚。组织
对测评区域以外的点位开展巡查，
重点巡查门前“三包”、不文明交
通行为等，累计进行志愿活动50
余次，营造上下联动、干群一体、
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确保文明城
市建设落细落实到“最后一米”，
不留盲区、不留空白。除常规文明
宣传方式外，该街道各村（社区）
基层党组织结合疫情防控，“见缝
插针”将核酸采样点作为“宣传
窗”，通过设置个性化“文明标语
一米线”，营造浓厚的文明城市建
设氛围。

创新实施“1+N+X”模式

凤山街道全力提升全域文明水平

■本报记者 韩宇雯

从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城出
发，沿着蜿蜒的盘山公路一路向西
南行驶，约一个小时后便到了三岔
河镇三河村。走进这个平均海拔
2520米的彝族村落，鲜红的标语

“习总书记卡莎莎 （彝语，意为
‘谢谢’），彝家新居瓦吉瓦（彝
语，意为‘好得很’）”格外醒
目。

2018年2月11日，习近平总
书记走进三河村，和干部群众围坐
在火塘边谋划精准脱贫之策。半个
多月后，习近平总书记给我市梁弄
镇横坎头村全体党员回信，勉励他
们再接再厉、苦干实干，努力建设
富裕、文明、宜居的美丽乡村。去
年5月起，这两个备受习总书记关
心牵挂的村子成为结对村，在绿色
发展、宣传推介、数字化建设等领

域开展深度合作，千里携手助推乡
村振兴。

同步开展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云宣讲”、同步举行“重温
回信精神 奔向共同富裕”直播带
货活动、通过“云签约”合资成立

横河美丽乡村发展有限公司……结
下“山海之盟”后，三河村党支部
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与横坎头村组建
党建联盟，成立联合工作专班，由
双方村书记共同担任党建联盟负责
人，通过党建协作带动双方交流协
作走深走实。

三河村和横坎头村的第一个合
作项目，是放置在垭口和主要公路
沿线的两块广告宣传屏。横坎头村
出资40万元，三河村自筹 25万
元，电子屏竖起来后，立刻吸引了
企业前来投放广告。不仅如此，三
河村还复制“梁弄模式”，将专属二
维码——“户联码”张贴于每户村民
家门口。“户联码”是以家庭为治
理单元的城乡基层治理数字化系
统，主要面向三类用户提供数字化
服务：户主可向游客发布租房、农
产品销售等信息； （下转第3版）

“三河村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村际结对帮扶助推乡村振兴

坐落在群山之中的三河村彝家新居。 记者 陈则宏摄

7 月 3 日，第二届宁波市青少年体育舞蹈 （国标舞） 公开赛在姚开
赛。这次赛事为宁波青少年国标舞选手搭建了公平、公正、公开的竞技
平台。选手按年龄段参加了标准舞、拉丁舞两个大类的角逐。图为比赛
现场。 记者 张旭东摄

本报讯（记者 韩宇雯） 今
天，我市中小学生正式开启暑假生
活。根据市教育局通知，下学期，
普高高三年级定于 8 月 24 日开
学，小学、初中、中职（技工）及
普高高一、高二年级 9月 1日开
学。

为让师生度过一个轻松愉快、
健康有益、安全文明的暑假，放假
前夕，各校已集中开展以预防溺
水、交通事故、自然灾害、火灾、
食物中毒、电信网络诈骗和网络沉
迷等为重点的安全教育活动。暑假
期间，市教育局要求各校严格落实
疫情防控措施，落实离甬报备制
度，准确动态掌握离校师生员工行
程轨迹和健康状况，提醒师生返

乡、外出要严格做好个人防护，做
到不聚集、少流动。

市教育局要求，各校要结合实
际，尽力为确有需求的学生提供暑
期托管服务，注重丰富暑期托管服
务内容，严禁把课后服务变成“培训
班”“补课班”。各乡镇（街道）教辅室
要联合属地相关部门，对辖区内所
有线下校外培训机构加强巡查，严
厉打击各类隐形变异培训行为。

暑假期间，市教育局将严肃查
处在职教师违规参与培训机构有偿
补课行为和有偿家教行为，严禁中
小学校在职教师进行有偿补课（含
游泳等体育项目，艺术类、信息技
术等项目培训）和到校外各类培训
机构兼职兼课。

中小学今起放暑假

体育舞蹈公开赛体育舞蹈公开赛

7月4日，位于黄家埠镇工业
园区的宁波光耀热电有限公司采
取机械破碎、折放倾倒的方式，
成功将高55米和60米的两座冷却
塔进行拆除。该公司投入1.4亿元
进行高温高压锅炉技改项目，建
设了体积较小、高度较低的机力
塔，淘汰原有冷却塔。

通讯员 张辉 杨尔摄

高塔拆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