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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一段东渡求仙的
古老传说，一座苍翠绵延的伏
龙山，一片古色古香的古村院
落……悠久的历史，给龙山留
下了丰厚的遗产和独特的魅
力。今天，畅通无阻的道路交
通，整洁有序的环境卫生，各
有特色的村容镇貌，功能完善
的配套设施，又展现着这座小
镇崭新的面貌和丰沛的活力。

今年以来，龙山镇按照
“镇村联创、产城融合”总体
思路，大力推进小城镇环境综
合整治，通过专项行动“模块
式”推进落实、工程项目“集
成式”规划打造、长效管理

“组团式”供给运行、产城融
合“互动式”叠加反哺，探索
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集约高
效的小城镇治理路径。

着眼全域、布局总体，龙
山镇首先将整治的“手术刀”
指向给人第一印象的门户主
轴，集中力量开展 329 国道

“两路两侧”整治及镇域12条
主干道规范化管理。针对污染
视觉效果的钢棚、无序广告
等，大刀阔斧进行拆除，还道
路一片清爽；在拆除的同时，
通过补种、提升，添绿色、添
美景。此外，不断加强动态、
静态交通秩序整治，全面启动
道路违停抓拍系统，查处各类
交通违法行为 6500余起。既
要罚，也要治，双管齐下解决
交通难题。龙山镇将优化公共
停车场（位）布点作为重点，
在行政村、重要道路和重点区
域中“点线面”结合系统性开
展停车位设置工作。“有了停
车场，我们村民停车就方便多
了，再也不用为找车位伤脑筋
了。”东渡村的村民黄先生对

新建的停车场赞不绝口。
头顶密密的“蜘蛛网”，无

疑是对蓝天白云的一种破坏。
龙山镇以管线布局优化带动乡
容镇貌提升，在全市率先启动

“线乱拉”治理基础地埋工程，
完成凤鸣路、文苑路、庄黄
路、湖滨路约7公里的基础管
道工程，结合墙角浅埋、树丛
走线等方式，全面开展线路割
接、飞线梳理和入户线整治工
作，目前已完成团结路、镇北
路、兴市路等道路的线路梳理。

“不同颜色的垃圾桶，代
表要扔不同的垃圾进去，垃圾
分类，对环境好！”杨高村的
杨大妈笑着说，“周围都清清
爽爽的，我们住着都高兴。”
环境卫生好不好，关键在于垃
圾处理到不到位。龙山镇一方
面完善配套设施，投入 2600
余万元组建镇级环卫所，深化

“以桶换桶”工作，抓好10个

村的“垃圾分类”试点工作；
另一方面，组织开展环境卫生
大清理70多次，清扫垃圾250
余吨，消灭病媒生物孳生地
300余处，治理脏乱道路面积
3000多平方米。

在专项行动推进过程中，
全局进度和单线成效双兼顾，
地域特色和功能集成双突出，
这离不开超前规划、统筹布局
以及长效管理。前期，龙山镇
编制完成《龙山镇小城镇环境
综合整治规划》，强化多规衔
接。在推进过程中，又围绕

“镇村联创”，以点带面，强化
多元互补。无论是徐福村的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西门外村
的示范村打造，还是方家河头
村的全域景区化打造、潘岙村
的“修旧如旧”改旧试点，都
从村容村貌、环境卫生、村庄
秩序上进行提升，契合小城镇
环境综合整治主题。而为了使

美丽清洁保持下去，该镇整合优
化攻坚团、选优配强技术团、吸
纳培育宣讲团，动员各方力量参
与整治工作，进一步提高群众对
小城镇治理工作的参与度、感受
度和满意度。

改善城镇环境，驱动发展内
核，实现“美丽转身”的龙山
镇，正为“产城融合”注入新活
力、新动能。“小城镇环境综合
整治，提升了城镇颜值，为全力
打造文明综合体、全域激发旅游
驱动力、全面推进产业大招商奠
定了基础，另一方面，持续‘做
精做优做响’的龙山品牌，也将
反哺小城镇综合治理。”该镇相
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全镇将
以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为抓手，
最终全面提升龙山生产、生活、
生态环境质量，彻底消灭“脏、
乱、差”现象，探索产城融合、
生态宜居的现代滨海新城可持续
发展之路。

镇村联创 产城融合

龙山推进环境综合整治实现“美丽转身”

直挂云帆，长风破浪。今
天，慈溪再出发，我们再奋
发！

回首三十年历程，慈溪人
民砥砺前行、克难攻坚，创业
创新、敢为人先，收获了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的累累硕果；展
望不久的将来，慈溪的发展机
遇更加巨大、发展前景更加广
阔，慈溪人民必将在新的时代
再创新的发展辉煌。

在前行的路上，有阳光也
有风雨，有顺境也有逆境，有
成功也有挫折，我们的发展之
路不可能一路平坦、一帆风
顺，未来的发展硕果也不可能
轻而易摘、唾手可得。在满怀

自豪的同时，我们也要始终保
持一份头脑的清醒；在充满信
心的同时，我们也要始终做好
防范风浪的准备；在肯定成绩
的同时，我们要始终看到种种
的差距和不足。

成绩永远属于过去，未来需
要接续奋斗。当前，我们既有湾
区经济大发展、交通格局大变
化、区域规划大调整等，给慈溪
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
也有国内外宏观环境不利因素、
高质量发展倒逼转型提升、先发
优势内生动力弱化等，给我们带
来的现实和长远的发展竞争压
力。如何牢牢把握千载难逢的新
机遇，并把这种机遇转化为发展

新优势？这是摆在每一位慈溪人
面前的一道大课题，我们要切实
增强危机意识、责任意识和实干
意识，以思想再解放、思路再创
新，干劲再爆发、干事再落实，
为再铸慈溪发展新辉煌、再创慈
溪发展新优势提供强大动力和保
障。

三十年来，我们一路走
来，历经发展坎坷；三十年
后，我们接续前行，发展永无
止境。去年召开的市第十四次
党代会，牢牢把握慈溪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新趋势，积极顺应
全市人民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向
往，发出了“全力建设创新活
力之城美丽幸福慈溪”的号

召，开启了我市在更高水平上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征程。
我们要加快推进慈溪“二次创
业”“二次腾飞”，以永不满
足、永不懈怠、永不停步的状
态，以走好新的长征路的勇气
和魄力，向着创新活力之城美
丽幸福慈溪的目标奋力迈进。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
步从头越。撤县设市三十周
年，是慈溪发展历史长河中的
一个阶段，是慈溪再出发的新
起点、再腾飞的新契机，是慈
溪人民再奋发的新鼓点、再向
前的新动力。撤县设市三十周
年，是慈溪人民创新创业历程
中的一个分号，绝不是自我满

足、自我陶醉、自我止步的句
号。现在，慈溪下一轮发展的宏
美蓝图已经徐徐展开，我们的目
标无比远大、使命无比艰巨、责
任无比重大，我们的思想更加统
一、信心更加坚定、精神更加振
奋，我们与时俱进、改革创新，
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结合实际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慈溪未来的发展一定会更
好更快更辉煌。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不忘初
心，筑梦前行。在慈溪撤县设市三
十周年之际，让我们鼓足风帆再出
发，向着慈溪更辉煌、更美好的未
来，前进、前进、再前进！

直 挂 云 帆 再 出 发
——写在慈溪撤县设市三十周年之际（下）

本报评论员

本报讯 “浙江制造”品
牌代表着高品质，是每个企业
所追求的目标。宁波耀华电气
科技有限公司去年以来已有 5
个电气辅助开关产品获得了

“浙江制造”品牌认证，成为
慈溪拥有“浙江制造”品牌认
证最多的企业。而“耀华”品
牌，在行业内早已是“优质”

“精品”的代名词。
耀华电气，创立于 90年

代初期，是一家智能电网输配
电开关设备生产企业。创业初
期，主要生产配套冲压件、注
塑件。在 1995-2005 这十年
间，耀华电气进入了接线端
子、控制开关、航空插头等中
压开关设备的二次控制回路元

件的成品制造领域，同时，研
发成功与国外同类产品具有相
同技术水平的 SF，并初步具
备了制造关键元器件的能力，
实现第一次产业升级。

2006 年之后，全球能效
管理专家法国施耐德电气陆续
关闭了其在国外的辅助开关等
产品生产企业，转而向宁波耀
华电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采购
相关产品。这一转变的根本原
因是耀华公司通过“机器换
人”，使其同类产品各项性能
指标全面超越进口产品，而价
格仅是进口产品的60%。那一
年，耀华提出“机器换人，换
安全、换效率、换质量”的口
号，开始实施冲压车间自动化
模具改造、注塑车间机械手自
动操作等“机器换人”改造项
目，先后投入140万元换上了

25副冲压自动化模具、8副自
动操作机械手。这一“换”，
换出了耀华公司焕然一新的面
貌，当年销售额已经突破1亿
元。在此期间，耀华在中压开
关设备一次元器件的研发和产
业化也取得巨大成就。先后研
发并量产了 SF环网柜用压气
式和金属栅式灭弧负荷开关、
段路器-隔离开关、单向导通
开关等关键元器件，实现了第
二次产业升级。之后，耀华的
上述产品被应用于北京奥运
会、上海世博会的场馆及高铁
和城市轨交的输配电设施建
设，提高了耀华在行业内的知
名度。而从 2011年至今，耀
华致力于全球行业领跑，着力
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和产品品
质，先后研发成功了数款固体
绝缘环网柜、工程塑料固封极

柱等具有低碳、环保概念的创
新产品，实现了第三次产业升
级。

多年来，耀华积极投入到
产学研合作中，长期与西安高
压电器研究院、中国电力科学
研究院、国网电力科学研究
院、清华大学、同济大学、西
安交大等科研院所及十多家世
界500强电气制造商和国内知
名高压开关设备制造商进行紧
密技术合作，在配电开关设
备、高压电器核心部件及低电
压配套件核心技术方面形成了
自己独特的优势。2016 年，

牵头起草了多功能转换开关的浙
江制造团体标准，成为行业的标
杆企业。目前，耀华电气已获得
72项技术专利。其中，发明专
利就有 13项，主要产品辅助开
关、二次插头座件等，国内市场
的占有率已达60%以上，高端市
场占有率更是达到90%以上。

通过引智攻坚，耀华还先后
自主研发了电寿命达 10万次的
F10系列辅助开关和超长延时系
列辅助开关等拳头产品，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从而打破输配电设
备核心部件“技不如人”由外企
垄断的格局。

耀华电气：“浙江制造”模范生

本报讯 大爱慈溪，德耀
三北。日前，由市委宣传部、
市文明办、市报社、市广播电
视台联合开展的“感动慈溪”
2018年度人物评选揭晓，杜
仲立等 10 人 （团体） 荣获

“感动慈溪”2018年度人物称
号，沈毅等10人获提名奖。

近年来，我市以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为抓手，深入推进公
民道德建设，大力弘扬慈文
化，涌现出一大批模范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示范引领
文明道德风尚、获得群众广泛
认可的先进人物，为建设创新
活力之城美丽幸福慈溪提供了
强大精神动力和丰润道德滋养。

“感动慈溪”2018年度评
选活动历时5个多月，经基层
评选、候选推荐、组织宣传、
市民投票，组委会共收到 81
件次 90位候选人名单，各类
有效选票 57485张，在社会上
引起了较大反响。最终，10
位市民（团体）获得“感动慈
溪”2018年度人物称号，他
们分别是——

杜仲立，于细微处觅真相
的刑侦“工匠”（慈溪市公安
局刑侦大队技术一中队副中队
长）；

余畅、沈哲悦、李文涛、

周华军、胡哲瑜，见义勇为答出
人生满分卷的好少年（桥头镇五
名高三毕业生）；

蔡小明，临危不惧火场排险
的城管协管员（周巷镇城管中队
协管员）；

冯立本，十五年潜心研发的
“上林名匠”（宁波奇乐电气集团
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兼工艺
技术部部长）；

姚攒，搏出精彩人生的泳池
“飞鱼”（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

杨宏军、胡佰军，30秒救
出落水被困祖孙的“雷锋侠”
（慈溪市铁路管理处有限公司火
车副驾驶员，慈溪市自来水有限
公司职工）；

王菊儿，37年悉心照顾瘫
痪小叔的好嫂子（新浦镇老浦村
村民）；

王军浩，十余年爱心不辍的
电力“浩哥”（慈溪市输变电工
程有限公司工程二队队长）；

庞友新，谱写 36载“慈孝
经”的广西媳妇（古塘街道新潮
塘村村民）；

陈沸沸，十二年成就文明小
康村的“当家人”（崇寿镇傅家
路村党委书记）。

沈毅、李月儿、王畅、周惠
根、韩朝晖、沈腾侠、邹杰、潘
菊花、柴铁军、林园开等 10人
荣获提名奖。

千年慈孝地 盛开道德花

“感动慈溪”
2018年度人物评选揭晓

本报讯 据宁波市交通委
消息，慈余高速公路将于本月
15日 24时正式通车，我市周
巷镇第一次通上高速公路。

慈溪-余姚高速公路又名
杭州湾跨海大桥杭甬连接线或
余慈连接线，是浙江省“两纵
两横十八连三绕三通道”高速
公路网中杭州湾通道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宁波“二环十射
四连四疏港”高速公路网中

“二环”的第一段。该线路编
号为S8，路线起点为规划的杭
甬高速复线小曹娥枢纽，经我
市周巷镇、余姚小曹娥镇、泗
门镇、朗霞街道、阳明街道、

马渚镇，于肖东枢纽与杭甬高速
相连，终点为余姚西收费站，全
长23.169公里，全线高架，双向
四车道，设计行车时速100公里。

该高速开通后，不仅意味着
周巷镇第一次通上高速公路，未
来，这条高速还可以把杭甬高速
和杭州湾跨海大桥连接在一起，
从嘉兴、上海南下想要到我市西
部地区的车辆可直接通过慈余高
速快速通达，不必再从宁波市区
或慈溪城区绕行，从而有效缓解
杭州湾跨海大桥南接线及杭甬高
速的交通压力。

目前，因该高速小曹娥往杭
甬高速复线一段（泗门至小曹娥
路段）暂未开通，往杭州湾、上
海方向的车辆暂时无法通行。

慈余高速公路
本月15日24时通车

周巷首次通上高速公路

■全媒体记者 马安娜
通讯员 杜成勇 罗林杰

■全媒体记者 何晨薇
通讯员 岑俞贝

10月 10日，40余位老年
人在浒山街道社区教育学院认
真学习智能手机操作。为丰富
老年人生活，该校近年来多次
开办“智能手机”培训班，受
到老年朋友的喜爱。
■摄影 全媒体记者 蒋亚军

通讯员 童之卿 杨燕君

学习智能手机
丰富老年生活

■全媒体记者 陈益维

■全媒体记者 陈益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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嘎拉小学爱心礼包正在抓紧赶制 >>A5版

周末晴好冷冽
气温触底回升 >>A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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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根据中国
中小城市科学发展指数研究成
果结果，2018年度全国综合
实力千强镇名单公布，我市观
海卫、周巷分列第 66、第 88
位，其他千强镇排名如下：横
河（341）、逍林（570）、庵东
（630）、长河 （636）、桥头
（654）、龙山 （698）、掌起
（749）、新浦（754）。

据了解，考虑到建制镇数
据可得性和可比性，本次研究
选取了三个指标进行综合比
较：户籍人口占常住人口比
重、城乡居民收入均可支配收

入、公共财政收入。依据上述三
个指标，计算了各个建制镇的综
合得分，获得排名前 1000名的
建制镇名单。

近年来，我市进一步推进城
乡统筹，打造宜居宜业的现代化
城镇，大力培育新兴产业和城镇
经济。在名列千强的 10 个镇
中，周巷是全国小城镇综合改革
试点镇、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可持
续发展的中国小城镇试点镇，观
海卫是宁波首批卫星城市试点
镇、浙江省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
镇。根据市统计局发布的 2017
年镇级GDP数据，2017年观海
卫镇GDP达到1345075万元，周
巷镇GDP达到1219427万元。

我市十镇
列全国综合实力“千强”

观海卫、周巷分列第66、88位

■全媒体记者 俞建明

俄载人飞船发射失败
宇航员紧急着陆生还 >>A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