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 2021年11月25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 郭俊恒 电话 / 58997230 要闻要闻··广告广告

立足新赛道，网红新起
点。在日前发布的“抖音”烹
饪用具爆款排名榜上，“SAN⁃
HO三禾”锅具系列产品以颜
值高、科技含量高、品质媲美
德国高端锅具的独特魅力，销
量近 3000台，名列爆款第一
名，且每台单价达299元，成
为高端品牌代名词。浙江三禾
厨具有限公司董事长方成接受
采访时深有感触：“近年营销
环境多变，尤其是社交电商平
台，锅具产品的网上营销也将
更加倚重抖音直播新赛道。”

疫情刺激网上消费，加速

供给端数字化营销转型，传统
品牌和传统电商弱化。三禾乘
势弯道超车，加速构建品牌

“直播+电商”模式，吸引公
域流量。去年来，公司已在上
海、武汉办事处开辟直播带货
基地，使直播带货成了最大出
货渠道。当前三禾网上销售占
比已达70%，实现线上赋能线
下零售。7年来，三禾投资近
2 亿元，其中直营门店布局
100多个，以体验式的场景营
销推动终端成交，成为唯一入
驻高端百货、精品超市的国内
锅具品牌。同时，抓住疫情催
热的国际网上消费新商机，三
禾已在美国注册商标与公司，
组建团队在亚马逊平台上线。

“双循环”并举，以实力

掌行业话语权。18年创业创
新，三禾厨具始终以前瞻眼光
布局公司发展：第一步，立足
高端先做OEM品牌，走技术
创新与积淀路线。锁定全球行
业巨头发力转型，凭借着专注
锅具的技术和行业口碑先后跟
LE CREUSET、双立人、膳
魔师等众多国外高端炊具品牌
建立了OEM合作关系，一跃
跻身国内中高端锅具制造企业
前列、不粘锅具的外贸制造出
口量三强，并参与编制多项不
粘锅国家标准。

第二步，在国内市场做自
主品牌，打通国际国内市场。
2016 年，方成以“三禾锅
具”为品牌，率先布局国内市
场，匠心铸造真正适合并满足

中国消费者需求的高端优质产
品。三禾着力构建双循环格
局，抓住机遇稳外贸扩内需，
去年销售 7.6亿元，同比增长
54%。今年上半年，三禾厨具
逆势同比增长翻番，全年销售
保守突破 10亿元大关，同比
增长30%以上。

科技赋能，匠心铸造国货
精品。今年三禾全新推出三禾
懒懒锅，是一套手柄可拆卸的
组合套装锅具，一套两个，分
别是 18厘米的奶锅和 26厘米
的煎锅，为当下年轻用户对节
省时间、一锅多用、收纳等需
求潜心研发打造。自 5 月上
市，目前已在种草平台获得一
众达人分享，成为全网爆款。
三禾洞察中国人烹饪习惯和需

求，聚焦新技术、新材料、新工
艺，不断坚持创新、研发新品，
陆续研发出了适合国人的陶铸等
离子彩瓷锅、万锤炼硬锅等行业
先端产品，达到不粘锅、不跑
油、无油烟、坚硬耐刮滑的效
果，从锅胚、锅底工艺、使用材
料、制作技术上都达到能与德国
高端锅具匹敌的“世界级”中国
制造。至今共拥有授权发明专利
8项、实用新型专利40多项。其
中，各有一项发明专利分别向美
国、欧洲品牌巨头授权，使企业
拥有一定的议价权。

比肩德国高端锅具 创新聚焦打通双循环
——访浙江三禾厨具有限公司董事长方成

本报讯 附海镇充分发挥
“党建带工建”的主导作用、
“工建促党建”的能动作用，
探索打造“党工共建”特色品
牌，非公企业两新党组织负责
人与工会主席实施“一肩
挑”，初步形成整体联动、一
体推动的工作新格局。与
2018年相比，该镇党工组织
负责人“一肩挑”比例由
30%提高到 70%，基层星级
活 力 工 会 由 25% 提 高 到
42%，提升了基层工会影响
力、凝聚力、战斗力。2021
年附海镇总工会被省总工会评
为“安康杯”竞赛活动成绩突
出组织单位。

该镇各级党组织和工会组

织把“党建带工建、党工共
建”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各负
其责、相互配合、齐抓共管。
近三年来，党工干部培训班组
织5期，党工共建、星级活力
工会经验学习交流3次，有36
人经工会组织推荐加入党组
织，新建非公企业工会 13
家，会员注册1900余人。

推动党工组织联建，确保
同频共振，实现了“1+1＞2”
的融合、叠加和倍增效应。今
年以来，有5名党组成员选举
为企业工会主席，宁波佳诚机
械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党组负
责人当选为附海镇十四届党代
表。宁波正诺电器有限公司工
会在党建活动阵地专门设立
职工服务活动室和职工说事
室，实现场所共建、资源共
享。通过党工组织联建，资

源共享，实现了党工组织“双
星”并驾齐驱的良好局面，
2021年，4家两新组织工会和
1家联合工会顺利晋级，成功
创建为市三星级规范化工会。
同时，宁波宝工电器有限公司
两新党组织由四星晋升五星，
2家企业两新党组织由三星晋
升四星。

推动党工机制联创，确保
同轴共转，激发了基层工会工
作活力。双羊集团从创新“党
建带工建”入手，用先进的文
化理念和价值观引导职工，用
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活跃职
工，用以人为本的企业精神感
染职工，用宽广的企业平台展
示职工，用美好的企业远景激
励职工，2018年被市委组织
部评为首批“党建带工建”示
范单位，工会副主席杨杭莉被

评为宁波市优秀党务工作者。
2019年附海镇 《“星级职代
会”激发民主管理新活力》经
验做法成为宁波典型，并在全
国 《工运信息》 杂志刊登示
范。

活动是“两新”组织党建
工作和工会工作的生命力所
在。推动党工活动载体联合，
服务企业、服务职工群众同心
发力。结合今年建党百年，镇
总工会开展了工会主席讲党史
与工运史、唱红歌看红色电
影、读书征文交流、“中国梦
劳动美”职工文艺展演与“最
美职工”表彰等系列活动，参
与职工 1500人次。深化星级
创建活动，华芝集团、宝尔马
等将厂务公开、职代会、平等
协商集体合同等有机统一起
来，推进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和

创建劳动关系和谐深入落地，切
实保障员工的权利。大力弘扬劳
模精神，该镇连续 14年承办全
市职工技能运动会，先后有 68
名职工荣获“附海智造工匠”
称号。镇总工会牵头成立职工
文体协会，相继创建了乒乓球、
钓鱼、篮球、户外运动、歌舞、
读书沙龙等俱乐部，截至目前已
组织各类大型活动 20 余场次，
参加职工 6000多人，活动种类
和参与人数均创新高。各村联
合工会、村总支在村文体活动
中心定期上党课，开设道德讲
堂、“安康”讲堂，进行技能培
训等。

下一步，该镇将聚焦新时代
工会工作新使命，深化“党建带
工建”特色品牌创建，力争党工
组织负责人“一肩挑”达到
80%、基层星级工会达到90%。

组织联建 机制联创 活动联办

附海打造“党工共建”特色品牌
本报讯 近日，慈溪市智

慧公交系统电子站牌采购项目
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
由杭州金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竞得。该项目包含电子站
牌统一管理平台和 50块公交
电子站牌的采购、建设，计划
分3年逐步建设投用。

据了解，智能公交电子站
牌项目是我市民生实事工程之
一，也是我市智慧城市、智慧
交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该
项目建成投用后，有助于为市
民进一步打造报站精准、内容
丰富、服务便捷、管理高效的
公交智能化出行服务。”宁波慈
溪交通集团相关负责人说。

此次中标的智能公交电子
站牌功能丰富，包含了车辆预
报站、车辆到站提醒、线路查

询等基本功能，以及天气情况、
站点监控、多媒体广告信息投放
等。让人眼前一亮的还有它背后
便捷、安全、可控的电子站牌统
一管理平台。该平台通过公交大
数据和云计算，可以实时获取精
准路况，再根据车载定位系统，
精准计算车辆到站时间（精确到
分钟），并支持线路车辆情况、
到站信息、多媒体信息等数据远
程一键发布。

近年来，为推动我市智慧交
通体系建设，营造更加智能、便
捷的出行环境，交通集团大力推
进智慧公交建设，建成投用公交
智能调度系统，试点推进公交首
末站 LED公交发车显示系统和
智能公交电子站牌建设，取得了
一定成效。下步将结合数字化改
革，逐步扩大智能交通应用范
围，不断提升市民出行品质，提
高公交利用率，为“碳达峰”

“碳中和”贡献交通力量。

报站更精准 内容更丰富

我市推进智能公交
电子站牌建设

■全媒体记者 鲁奕呈
通讯员 何灵聪

日前，在北三环沿线的生
态林内，一位园林工人正用电
动鼓风机清扫草地上的枯叶，
净化环境，让城市的沿线风景
更加整洁靓丽。

■摄影 通讯员 陈吉生

清扫枯叶

■全媒体记者 鲁奕呈
鲁企望

通讯员 翁异卿

■全媒体记者 陈益维
通讯员 汤莎莎

受慈溪市观海卫城建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委托，本公司将于 2021年 12月 10
日 9:00-11:00 （延时除外） 在诚拍网
（网址：www.chengpw.com）举行网络在
线拍卖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标的概况
位于慈溪市观海卫镇润泽小区 3号

楼<1-1>室部分商铺的租赁权，出租面
积约 248.79平方米，租期 5年，5年租
金底价447822元，拍卖保证金5万元。

招租房屋不得用于餐饮及娱乐业。
租金一年一付，每年租金以成交价

平均计算。注：标的具体租赁范围、面
积、品质以实地看样为准。

二、拍卖方式：有保留价的网络增
价拍卖方式。

三、看样时间：自公告之日起工作
时 间 内 到 现 场 看 样 ， 联 系 电 话 ：
55685225，联系人：闵女士。

四、报名办法：即日起竞买人在诚
拍网提交有效身份证件完成注册、实名
认证，提交《竞买承诺书》参拍报名。
并于 2021年 12月 9日 16时前按诚拍网
系统提示交纳拍卖保证金（以到本公司

账户为准），注册人和交纳拍卖保证金
的人名称必须一致。

五、本公司联系电话：17706600776、
87869880（网络技术服务），地址：宁波
市百丈东路28弄2号嘉汇国贸B座907室。

六、本项目由慈溪市观海卫镇公共
资源交易管理办公室监管，电话：
0574-55685117。标的详细信息及具体
拍卖规定可来本公司咨询或登陆 http://
bidding.ningbo.gov.cn/cixi/查阅。

浙江金诚拍卖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观海卫镇润泽小区3号楼<1-1>室部分商铺租赁权拍卖公告（编号：观2021-153）

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我励氏家族，据《姚
江励氏宗谱》记载，家族宗谱肇修于宋季元吉公，
是为“从山旧谱”。自梅隐公由从山迁居梅川（原姚
北东部一带），梅川有励氏谱则始于乾隆五十七年
（1792），再修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光绪十二年
（1886）、民国十六年（1927）。先祖筚路蓝缕，肇修
家谱，又接二连三再四续修，为家族留下宝贵遗
产，实是难能可贵。

古人云，三世不修谱是为不孝。自上次四修家
谱后，距今几近百年，其间因人口繁衍、流动迁徙
等原因，家族脉系模糊不清，族人相见，亲疏不
明，尊卑难辨，形同路人，因此重修家谱，已成为

我姚江励氏宗族的当务之急。
而今我族时逢盛世，人丁兴旺，能人贤士辈

出，且交通、通讯便捷，与先祖当年修谱之窘迫已
不可同日而语，诚为修谱之最好时机。因此，我等
倡议五修家谱，望诸位宗亲相互转告，同心协力，
共襄盛举，提供各种资料，献计献策，积极参入，
以敦宗睦族，光前裕后，告慰列祖列宗，启示后代
子孙。

联系人：励渭春13606881585
励冠军13606748925
励云强13805820930

姚江励氏修谱委员会

《姚江励氏宗谱》续修公告

■全媒体记者 马安娜
通讯员 陈璐

本报讯 一个地名，一点
坐标，一段历史。作为定位空
间、承载文化的载体，地名发
挥着重要的公共价值。今年以
来，市民政局多措并举，持续
促进我市地名管理规范化、标
准化、科学化，以提升地名的
公共服务水平。

日前，《慈溪市中心城区
地名规划 （2021-2035 年）》
初稿编制完成。该规划涉及地
名通名规划、专名规划、分区
规划、道路命名规划、地名标
志规划、地名优化规划和地名
文化保护规划等七大项内容，
覆盖中心城区 100平方千米，
对规划新建的 76条道路先行
赋名。“借力规划先行，可以
做到未雨绸缪。”市民政局相
关负责人说，先行赋名，可以
有效预防项目名称与标准地名
不一致，减少市民对地名的误
读、错读。

引入数字化管理，则保障
了地名管理的精准化。我市地
名数量庞大、内容繁多，以往
依赖人工管理的模式容易造成
重名等失误。今年我市全面启
动省区划地名综合管理平台，
并从城区延伸至镇街，实现全
市各镇街地名地址从命名到注
销的全生命周期数字化全域管

理。截至目前，我市地名数据库
累计录入地名数据6500条、地址
数据32万余条，借助数字平台智
能判定，有效杜绝了“大洋怪
重”地名的产生。

民政、市场监管、不动产中
心、城管、矛调中心等多部门联
动，对全市不规范、非标准地名
和地名标志实行协同管理，在实
现信息共管共享的同时，也方便
了市民的生活。一方面，市民政
局在不动产和市场主体登记中，
提前介入，对各类证照中涉及的
地名进行标准化处理。另一方
面，借助智慧城管和网格化管理
平台，通过城管队员、网格员的
上报，对不规范或破损的地名标
志实行动态监管。今年以来，办
理门牌证明 1800余份，补更地
名标志4500余块。

地名承载着浓郁的文化气
息，接续着慈溪的情感传承，
也展示着这座城市的精气神。
因此，在新地名的命名中，市
民政局借力专家智库，以优化
地名命名。市环杭州湾创新中
心以“文化商务”为主题，滨
海经济开发区以“历史文化”
为主题，市现代农业区以“二
十四节气”为主题……这些道
路命名方案，无不经过市地名
学会专家智库的反复决策论证
咨询，使地名兼具时代创新与
历史传承，更好地弘扬与发展了
地名文化。

我市规范地名管理
提升地名公共服务水平

本报讯 “屠宰检验检疫
记录我们检查一下，另外，屠
宰车间设施设备运行及维护情
况如何？”11月22日，市农业
农村局工作人员在浙江一恒牧
业有限公司检查，工作人员要
求企业把好动物产品质量关，
健全从入场到屠宰后的全链条
安全监管机制，为市民提供安
心可靠的动物产品。

为巩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
全县创建成果，落实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全力保障我市农产
品消费安全，推动屠宰行业健
康发展，连日来，由市领导带
队对慈溪市悟能农业废弃物处
理有限公司、浙江一恒牧业有
限公司、市食品有限公司畜禽
屠宰加工中心等企业（单位）
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情况调研
执法检查。

今年以来，我市围绕“品
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
造、标准化生产”总目标，突

出线上线下协同，着力构筑农产
品质量安全防线，农产品质量安
全继续稳定在较高水平，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位于全国前
列。

“我们规范农业投入品使
用，压实监管责任和主体责任，
构建市、镇、村、主体多级联动
的监管网络。”市农业农村局相
关负责人说，同时开展食用农产
品“治违禁、控药残、促提升”
三年行动和“百日攻坚”等专项
行动，加强部门联动和执法力
度，严厉打击农业领域违法违规
行为，全力保障节假日和重大活
动期间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稳产
保供。此外，依托数字化手段探
索全链条监管，通过系统培训和
上门操作服务指导，大力加快

“农安码”推广应用。截至目
前，共为 1000余家农业主体赋
予“农安码”，共打印慈溪市食
用农产品合格证超过 16 万张；
农产品质量安全抽检 2051批次
（包含上级抽样），合格率保持在
98%以上；快速检测 3729 批
次，合格率达100%。

调研检查
农产品质量安全

抽检2051批次，合格率超98%

■全媒体记者 陈运运
通讯员 李郑颖 徐伟韦

（上 接 A1 版） 会议强
调，坚持和加强党对中小学校
的全面领导，要在深入总结试
点工作基础上，健全发挥中小
学校党组织领导作用的体制机
制，确保党组织履行好把方
向、管大局、作决策、抓班
子、带队伍、保落实的领导职
责。要把党建工作作为办学治
校的重要任务，发挥基层党组
织作用，加强党员队伍建设，
使基层党组织成为学校教书育
人的坚强战斗堡垒。要把思想

政治工作紧紧抓在手上，深入
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抓好学生德育工作，把弘
扬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深
刻融入到学校教育中来，厚植
爱党、爱国、爱人民、爱社会
主义的情感，努力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要加强分类指
导、分步实施，针对不同类
型、不同规模的学校，在做好
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工作准
备的前提下，成熟一个调整一

个，推动改革落到实处。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国文物事业得到很大发
展，文物保护、管理和利用水
平不断提高。要加强文物保护
总体规划，统筹抢救性保护和
预防性保护、本体保护和周边
保护、单点保护和集群保护，
维护文物资源的历史真实性、
风貌完整性、文化延续性，筑
牢文物安全底线。要准确提炼并
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
识，更好体现文物的历史价

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科技
价值、时代价值。要创新转化手
段、强化平台建设、夯实人才基
础、完善体制机制，以实施重
大项目为牵引，提升文物科技创
新能力和各项工作保障水平。
要开展创新服务，使文物更好
融入生活、服务人民，积极拓
展文物对外交流平台，多渠道
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能力。

会议指出，支持中关村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开展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先行先试改革，

要瞄准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最突出的短板、最紧迫的任务，
在做强创新主体、集聚创新要
素、优化创新机制上求突破、谋
创新，加快打造世界领先科技园
区和创新高地。改革要拿出更多
实质性举措，起到试点突破和压
力测试作用，积极探索破解难题
的现实路径，注意积累防控和化
解风险的经验。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
员出席会议，中央和国家机关有
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