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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13座山塘入选宁波市2022年度“美丽山塘”

“美丽山塘”+旅游 点靓乡村风景线

不负好时光 成长不放假
——我的寒假这样过 三版

本报讯 （记者 曹维燕 通
讯员 周如歆 葛海玲） 近日，
桃源街道山水社区尤家股份经济
合作社征收集体土地房屋拆迁项
目正如火如荼开展。短短一个月
时间，经桃源街道、县征管中心、尤
家社克难攻坚，项目签约率达到
99.1% ，征 迁 工 作 跑 出“ 加 速
度”。

尤家股份经济合作社位于梅
丹线南面，污水处理厂前面。地处
东南沿海，临近三门湾，台风影响
比较频繁，对村民的财产及生命安
全构成威胁。同时，尤家社房屋基
础设施陈旧、道路狭窄曲折、地势
低洼积水，影响居民生活和市容市
貌。为了加快城市更新的步伐，桃
源街道启动了尤家股份经济合作
社征收集体土地房屋拆迁项目。

据悉，该项目涉及拆迁户数
347户，被拆迁土地总面积约8.5万
平方米，建筑总面积约 5.6万平方
米。在启动拆迁项目后，桃源街道

和有关部门瞄定进场目标，攻坚破
难，以“快、准、实、好”的扎实作风，
在这场争抢攻坚战中跑出了“桃源
速度”。同时，从征迁户实际需求
出发，为其量身定制合理的安置方
案，帮助征迁户解决后顾之忧，确
保签约的完成。

“这次工作能够顺利推进，得
益于我们前期做了大量的工作，特
别是选址工作，经过多方比较和协
商，最终让村民满意。这也让他们
感受到了我们街道满满的诚意。”
负责该项工作的桃源街道常务副
主任陈建君告诉记者。而在项目
推进过程中，街道与县征管中心强
强联合，街道负责具体工作实施，
县征管中心负责业务指导，共促项
目顺利推进；同时，坚持一把尺子
量到底，量地补偿公开透明，最大
限度保障群众利益；此外，发挥村
班子力量，村干部们凝心聚力，发
挥带头作用，为征迁项目扎实有效
推进奠定坚实基础。

30天实现签约率99%

桃源尤家拆迁项目跑出加速度

兔兔年加速跑年加速跑
喜迎开门红喜迎开门红

在重大项目一线在重大项目一线

本报讯 （通 讯 员 葛 体 帅
记者 周震霄） 2月 3日下午，随
着最后一位务工人员踏上“点对点”
就业直通车，5辆载着 267名湖北房
县籍务工人员的大巴车从房县人力
资源市场门口缓缓开出，载着他们

奔赴远在千里之外的浙江宁海，开
启他们一年的就业增收之路，这也
是宁海县人力社保局“5省 8城”劳
务协作小分队赴外招工引才助力宁
海企业“开门红”的一个缩影。

据了解，2月2日至4日，由分管
副局长带队的宁海县“5省 8城”劳
务协作小分队奔赴湖北，分别在房
县和长阳县开展劳务协作和人才交
流工作，拉开了宁海在湖北送岗引
才的序幕。

“我有个老乡在宁海工作好几
年了，今年喊我一起去，我还担心没
有适合我的工作，没想到宁海的招
聘会都开到我们房县来了！”来自房
县化龙镇西岭村的小刘刚找到一份
仓管员的工作，脸上洋溢着满意的
笑容，“这下我能跟他一起坐车到宁
海去了。”

将招聘会“飞地”开到劳务输出
地，让外来务工人员在“家门口”就
能实现精准就业，这是近年来宁海

实施“5省 8城”劳务协作机制过程
中的创新举措之一。此次举办的宁
海—房县“飞地”招聘会，92家企业
共提供了 3000余个不同领域行业、
不同层次的岗位，吸引了近 3000名
求职者入场参加，初步达成意向千
余名。现场达成意向的务工人员次
日即可搭乘宁海—房县“点对点”就
业直通车免费前往宁海，以“出家
门、上车门、下车门、进厂门”一站式
服务抢抓招工先机。

携岗纳才 满载而归

宁海招工引才小分队跨省招工再出发

本报讯 （通讯员 金晓艳）
日前，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
2022年度全省 4A级以上景区城名
单，宁海成功上榜，跻身浙江省5A
级景区城，为全市首个。

近年来，宁海依托“景城共
建，主客共享”理念，按照新格局
构建、新活力释放、新乐章奏响的

“三个新”思路，高品质打造宜居
宜业宜游的“山海和美城”。

在 5A 级景区城创建过程中，
宁海聚焦城市革新，优化景区城空
间布局，构建“东美丽、南文化、
西通达、北时尚”各美其美、美美

与共的城区空间新格。城东片结合
山体肌理，把好山好水好风光融入
城市；城南片以老缑城文化、霞客
文化、宋韵红妆文化为引领，打造
城隍庙历史文化街区、“来 in 南”
互联网文创园等一批文旅地标项
目；城西片通过主线交通西移，为
主城区发展腾出更大空间；城北片
以天明湖公园为中心，环天明湖建
成总部经济区、喜来登酒店等一批
地标建筑，一个现代化时尚商圈初
具规模。

同时，宁海不断释放文旅发展
新活力，着力构筑“昼夜尽美，时

时可游”的“自在宁海”。充分利
用城区的金边银角，微改造、精提
升打造口袋公园、街景小品等共享
空间，用“精特亮”工程勾勒美丽
之韵。多维度挖掘夜间文旅经济，
打造徐霞客月光经济圈、桃源夜市
等特色街区和24小时城市书房等公
共文化场所，推动景区城旅游“白
天+夜间”全时段无缝对接。

此外，宁海还围绕旅游品牌、
品质、服务等进行全方位提升，全
力奏响“人意山光，自在宁海”新
乐章。围绕“旅游+”，推出“游圣
开篇”寻踪霞客游线、“红妆黛瓦

匠心工巧”非遗主题游线、“夜色
倾城”宁海夜游线等多条创意游
线，满足游客多元化需求。围绕

“品牌+”，打响“霞客宴”“宁海珍
鲜”等特色旅游产品和农副土特产
品品牌，新增品牌酒店 5家，主题
民宿 5家，让游客住得安心、食得
放心、玩得开心、购得舒心、游得
暖心。围绕“服务+”，常态化运行
旅游公交专线和网约巴士，实现智
能化旅游交通新风尚；规范布局标
识系统，全面提升旅游厕所，健全
咨询服务体系，聚力编织“上下通
达”服务网。

全市首个

宁海获评浙江省5A级景区城

本报讯 （通讯员 邱丹 记
者 何莎莎） 日前，省林业局公
布 2022年度浙江省“一村万树”示
范村名单，我县黄坛镇里天河村、
桥头胡街道岙马村、力洋镇前横塘
厂村成功入选。

据了解，“一村万树”行动是浙
江“大花园”建设和新增百万亩国
土绿化行动的抓手之一，在一个行
政村范围内，适地适树种植乡土树
种、珍贵树种、彩色树种、经济树
种，推动美丽乡村从“一处美”迈向

“全域美”。
近年来，我县积极响应浙江省

新一轮“一村万树”五年行动计划，
以构建覆盖全面、布局合理、结构

优化的乡村绿化体系为目标任务，
从道路景观、公园景观、村庄景观、
庭院景观等角度出发，推动实施

“一村万树”工程，种植适合本地生
长的生态树、经济树、风景树，加快
全县绿化美化进程。同时，各创建
村切实加大对“一村万树”生态环
境的保护力度，组建绿化管理队
伍，建立健全管理制度；抓好绿化
质量，设置专职养护员定时对村内
绿化进行巡查保护，实行专人看
护，落实责任、防止乱砍滥伐，确保
绿色常在、绿意常存。自2018年启
动“一村万树”行动以来，我县已成
功创建示范村19个，今年预计推进
3个“一村万树”示范村建设。

从“一处美”迈向“全域美”

我县3村入选省“一村万树”示范村

2月7日上午，在丰庆农资配送储
备有限公司仓库，工人们正将一袋袋化
肥装车，准备送往长街、胡陈、越溪等乡
镇网点。为扎实做好备春耕农业生产
资料供应工作，该公司积极做好农资储
备工作，全力保障春耕备耕，确保全县
农业生产开好头、起好步。据悉，目前
公司已储备化肥1300吨、农药230吨、
农膜25吨，确保广大农户春耕生产的
需要。
（记者 李江林 童俊霖

通讯员 仇明亮 摄）

不负农时不负春
备足农资保春耕

记者 方景霞 通讯员 钱卓飞

2月 6日上午，元宵节后的第一
天，“嘣”的一声闷响回荡在清溪水
库坝址附近的山体中，打破了山里
的平静。这是清溪水库项目导流洞
的爆破声，随着这声巨响，清溪水库
项目也迎来了年后的全面复工。

当天，记者走进清溪水库项目
建设现场，只见巨响过后，一股白烟
从山脚的导流洞口飘出，向周围弥
漫。烟雾背后，清溪水库坝址的山
体上，十余辆挖掘机分布在上坝道

路上同时作业，大货车不时穿梭其
中，来来往往运送挖掘机挖出的石
土。而在山脚，工人们正对山体进
行边坡支护，以防止泥石掉落。整
个项目现场机声隆隆，“硝烟”弥漫，
建设如火如荼。

“导流洞工程是清溪水库项目的
先行工程，目的是引流，确保坝体可
以干地施工。”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项目副经理、总经济师李有
才边介绍边向记者展示了工程图
纸。记者在图纸上看到，导流洞的进
口和出口分布在清溪水库坝体前后

的山体上，整个导流洞穿山而过，工
程完成后，清溪坝体段的水将从导流
洞流过，从而保障坝体可以干地施
工。可以说，只有导流洞尽早建成，
坝体才能真正开始施工。

为了尽早建成导流洞，年后不
久，清溪水库项目建设管理人员就
早早到岗，安排年后复工事宜。“我
们年前就制定了年后的复工计划，
并和每个工人约好了复工时间，从
大年初三开始，本地员工就陆续到
岗，做好复工准备工作，到了大年十
四，已经有 150个工人到岗，具备了
全面复工的条件。”清溪水库EPC联
合体副总经理姜远介绍，目前项目
共有导流洞、导流箱涵、上坝道路三
部分同时施工，其中导流洞长 668
米，导流箱涵长 247米，上坝道路长
850米。

记者在现场看到，导流洞呈城
门形，宽和高约 8米。爆破后，工人
和车辆还要清理石土，并用混凝土
支护，确保硐室施工安全。姜远介
绍，导流洞每次爆破能推进 2.6 至
2.7米，一共要爆破250多次。

既管工程建设又管“钱袋子”的
李有才非常关注工程的每个环节。
他告诉记者，为了提高项目建设效
率，他们还在离坝址大约4公里远的
地方建设了搅拌站，站里两个大型
搅拌机高高耸立，挖掘机、工程车不
停作业，空地上还有十余个浇筑好
的混凝土柱子。

“通过科学安排施工，优化各个
流程，加大人力和物力投入，目前上
坝道路已经基本成型，导流洞预计
今年 10 月完成建设，具备导流条
件。”李有才充满信心道。

“嘣”，爆破声吹响清溪水库建设奋进曲
——记者走进清溪水库项目年后全面复工第一天

本报讯 （记者 潘怡帆 通
讯员 胡丹丹） 昨日下午，长街
镇举行“丞相故里·宋韵文史馆”开
馆仪式，“长街西岙——宋韵文化
节”同时启动。县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徐旭东出席活动，西岙村乡贤
代表、村民代表以及宋史理论学者
参加。

西岙，古称西洲，位于长街镇
北端，发展至今已有千余年历史，
是宁海及浙东地区最古老的村庄
之一。村中不仅有古墓、古祠、古
桥、古树等众多历史遗迹与自然景
观，还曾出过南宋右丞相叶梦鼎等
名人先贤。

为了更好地挖掘和传承宋韵
文化，西岙村在长街镇和相关部门
的支持下，在 2019年投资 250万元
建设了“丞相故里·宋韵文史馆”，
并于去年年底完成了内部布展。
该场馆占地面积约1200平方米，馆

内分六个单元，展陈叶梦鼎铜像、
宋代官服、宋代中堂陈设等物品几
十件，通过历史文物展示和场景还
原，为人们提供一个缅怀宋韵文化
历史、学习宋韵文化知识的场所。

西岙村将以此次“宋韵文史
馆”开馆为契机，认真管理好、运用
好、发挥好宋韵文化建设阵地，继
续深入挖掘宋韵文化精神内核和
时代价值，推动宋韵文化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让千年宋韵在新
时代焕发新光彩，同时着力提升

“西岙宋韵”IP标识，做好文旅深度
融合文章。

据了解，“丞相故里·宋韵文史
馆”开馆是“长街西岙——宋韵文
化节”系列活动之一。期间，还将
举行正月十八抬龙祈福、宋韵文化
专题研讨、宋韵文化书画展等活
动。

长街西岙“丞相故里·宋韵文史馆”开馆
“长街西岙——宋韵文化节”同时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