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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岛新区第一泉
近日成功出水，该温泉
位于双桥街道紫微村。

记者 陈炳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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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乡村”开出首家无人超市

我区入选省级一事一议
财政奖补支持打造共富乡村试点

5个村获得2000万元省补资金

本报讯（记者 叶武杰 倪妮
通讯员 王哲烨）省财政厅近日公

布2023年度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支

持打造共富乡村试点实施类项目

名单，我区榜上有名，为全市唯一

入选该类别的县区，将获得 2000

万元省补资金。

“我们充分考虑了各镇（街

道）的建设基础，结合目前正在开

展的‘小岛你好’——海岛共富行

动项目，积极申报，希望通过共富

乡村项目建设助力定海共富乡村

发展。”据区财政局农业科科长潘

敏介绍，经过层层筛选，本次入选

的共富乡村试点实施类项目涉及

盐仓街道新螺头村、双桥街道紫

微村、环南街道五联村、白泉镇皋

泄村、昌国街道义桥村五个村，共

计15个共富乡村项目，计划总投

资 4075 万元，每个村将获得 400

万元的省级补助资金。项目涵盖

乡村风貌整治提升、集体经济壮

大提升、智慧村社提升等内容。

共富乡村项目规划建设期限原则

上为1年。

“共富乡村项目不等同于一

味的农业农村项目建设，在项目

的选择上要确保项目切实可行，

能够顺利落地、按期完工外，还重

在依托项目建设和运营机制的探

索创新。”区财政局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支持

打造共富乡村是高质量发展建设

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要举措，共

富乡村建设项目以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

的，以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

收入差距为主攻方向，各级财政

奖补资金主要用于发展村级集体

经济、提升乡村发展环境、优化乡

村治理等。下步，该局将进一步

完善细化各项目的实施方案，在

项目推进过程中指定专人对项目

进行实地勘察，实时掌握了解项

目建设进展情况，并加强资金和

项目监管。

我区将以打造共富乡村试点

实施类项目为契机，通过组团发

展、抱团共富、以强带弱、优势互

补、资源共享等方式，建设组团式

乡村共富联合体，在发展乡村产

业、壮大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增

收、提升宜居环境、优化乡村治理

等方面持续发力，探索多类型多

层次的共富乡村路径，书写海岛

振兴新篇章。

拼尽全力只为白泉高铁新城
——致敬奋斗者系列报道③

□记者 陆素静 沈诗桥 通讯员

王思涵

作为甬舟铁路的终点站，白泉

将成为集高铁、市内公交、旅游客

运等于一体的综合交通枢纽，白泉

高铁新城呼之欲出。记者了解到，

高铁途经白泉镇金山村、白泉村、

和平村、潮面村 4个村，共需征收

840余亩土地、282户住房，涉及群

众 1032 户，任务量占全区总量的

60%以上。10月初以来，在该镇全

体工作人员和党员志愿者的共同

努力下、在被征收群众的支持下，

房屋征收签约率达 100%，土地征

收率达98.5%。

“我们就是冲着100%来的”

由于甬舟铁路白泉终点站的

存车场选址在潮面村，此次征收工

作涉及该村9个小队192户村民住

房，这项工作任务量占到全镇

71%、全区 51%。落在该镇党委副

书记、甬舟铁路项目政策处理白泉

镇潮面村专项工作组组长姚春雷

肩上的压力可谓不小。

“我们就是冲着100%来的，绝

不能拖全区大局的后腿。”进驻潮

面村后，姚春雷和该村党总支负责

人等一起研究制定工作方案，确保

被征收户信息和数据准确成了大

家在开展前期工作中达成的共

识。为此，专项工作组倒排时间，

邀请村里有威望的老党员、村民代

表和工作人员在8月底至9月初一

起参与住房和土地丈量、房前屋后

及山林青苗摸底等工作，避免户与

户之间、队与队之间出现界限不

清、情况不明的问题。炎炎夏日，

工作人员还在山林间清理出一条

条方便村民进出的小径，便于村民

进山确权。

签约开始前，专项工作组又花

了 10天时间，对登记造册的各类

数据进行统一核对，这也为后续征

收工作的顺利进行打下了基础。

开始签约后的前三天，他们又组织

村里的党员干部发挥模范先锋作

用，率先垂范配合签约，并根据每

天的时间节点，引导被征收户有序

签约。在今年国庆假期结束后，

192户村民住房已经完成了95%的

签约率。

在 10 月 20 日签约截止日当

晚，甬舟铁路项目白泉段的房屋征

收工作圆满完成。

“白泉建设高铁新城，我
没理由不支持”

潮面村村民代表舒伟军家人

的两幢翻新不到五年的民居，被列

入此次征收范围之内，他也成了该

村第一批签约的房屋被征收户。

拿他的话说，“白泉建设高铁新

城，我没理由不支持。”

为加速推进工作，舒伟军主动

当起了“老娘舅”。每天，他与工

作人员一起挨家挨户上门做劝导，

与村民用心用情讲政策，帮村民算

好“经济账”和“长远账”，成为征

收工作的一把好手。9月的室外

仍然炎热，上门开展工作舒伟军全

靠两条腿，有时一上午跑下来，额

头的汗水不停地往下流。但一想

到高铁开通后的生活，他充满了干

劲。

“我们发现，个别村民不肯签

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

有特殊情况或者碰到困难，这就

需要我们主动帮助他们解决问

题。”舒伟军说。村民王大伯对家

里的自建房确权问题，心有顾虑，

担心自己吃亏，一直不让工作人

员进屋。在处理这件事时，舒伟

军先后 8次收集其他地区的征收

案例，让子女帮忙打印成册一遍

遍翻阅，每次上门，他都会把这些

案例摆上台面，讲明其中的原委，

并耐心细致地讲解政策，将心比

心地帮王大伯算好经济账。“老舒

很热情，每一笔账都帮我们算清

楚，又一趟趟上门来，我们都不好

意思。”最终，舒伟军的工作得到

了王老伯的支持和理解，王老伯

顺利完成了签约。

“调解室搬进村里，方便
村民来找我”

白泉镇征收工作的顺利推

进，百分百化解矛盾纠纷的背后，

离不开人民调解员的付出，王壬

春就是其中的一位。在开展征收

工作之前，王壬春就组织成员多

次开会，对每户村民收集资料建

档,准确掌握了各户存在的实际

问题,量身定制调解方案,做到一

户一策。王壬春还把调解室搬到

了村里，方便村民找他咨询法律

问题、接待调解。邻里之间、家庭

成员之间有矛盾，他既站在当事

人的角度，也站在整个项目推进

的角度考虑问题，找出矛盾的核

心关键,有针对性地提出确实可

行的解决办法，最大程度实现合

法合情合理的调解结果。

从进驻专项工作组以来，王

壬春和同事们已经调解了大大小

小几十起纠纷，形成各种调解文

书的就有 30余起，其中有家庭矛

盾引发的财产纠纷，也有邻里之

间的土地、租赁纠纷。通过“晓之

以理、动之以情、释之以法”，使征

迁相关法律政策的“阳光”温暖到

群众的心里，取得了他们对征迁

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依法顺利推

进征收工作。

前三季度定海工业经济运行分析报告出炉

规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加19.4%

本报讯（记者 王思圆 沈诗桥
通讯员 盛琦真 林东南）定海前三

季度工业经济运行分析报告近日

出炉。今年以来，面对疫情影响及

复杂的国际形势，我区坚定不移贯

彻新发展理念，加力加速推进传统

制造业改造提升，在优势行业、骨

干企业拉动下，1-9月我区规上工

业总产值为419.8亿元，同比增加

19.4%，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为

7.6%。

观察工业经济运行的态势，重

点行业是重要窗口。“前三季度我

区主要行业中，石油加工业、电力

生产供应业和船舶修造业成为拉

动工业经济的重要力量。”区经信

局总经济师贾洋洋说。一组组清

晰的数据，展现了石油、电力支撑

效应明显及船舶修造业回暖加速

的态势：前三季度，石油加工业实

现工业产值 92 亿元，同比增长

31.7%；电力生产供应业实现产值

90.8 亿元，同比增长 50.7%；船舶

修造业实现产值 66.6 亿元，同比

上涨38.5%。

据贾洋洋分析，石油加工业的

增长主要来自于前三季度以来国

际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属于较高

位置，尽管二季度末期出现回落，

但其带来的产品、衍生品价格提升

效益仍在继续。值得一提的是，今

年中海石油舟山石化有限公司有

望成为全区第一家产值突破百亿

元的工业企业。电力生产供应业

对我区规上工业产值增速贡献率

高达44.8%，电力行业维持高速增

长势态，一方面是浙江石化二期工

程逐步投产，对电力需求呈持续上

升趋势；另一方面，受全区工业企

业用电需求拉动，有较大增幅，今

年预计增幅可达 40%以上。船舶

修造业方面，主要由“长宏国际”

等龙头企业造船业务拉动，企业手

持订单较多，带动行业整体增幅较

大。

可喜的是，前三季度粮油加工

业、水产品加工业、机械加工业三

大行业也呈现逐步回暖态势。粮

油加工业实现工业产值56.7亿元，

同比增长13.5%，主要得益于粮油

产品单价提升；机械制造业由于去

年形势较好、基数较高，今年出现

调整性回落，部分企业维持略有增

长态势；水产品加工业中，行业龙

头“兴业集团”企稳回升，预计明年

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今年以来，稳经济一揽子政

策、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和暖

企政策等在定海逐步落地生根，为

全区工业经济稳步发展提供了重

要支撑。今年以来，围绕区委、区

政府制定的产业革新“145”计划，

我区支持发展先进制造业项目，实

施“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

动，充分发挥“暖企专员”作用，变

“人找政策”为“政策找人”，全力

以赴推动经济稳进提质。“接下

来，我们将全力抓牢经济稳增长、

抓紧制造业扩投资、抓实企业帮扶

解难，助力提振企业发展信心，稳

步推进定海工业经济高质量发

展。”区经信局相关负责人说。

浙江干部就得这么拼
——学在深处干在实处系列谈

□陈进红

今天，我们拿什么样的精神

状态实干？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多

次提到“斗争精神”，强调“加强干

部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激

励干部敢于担当、积极作为”。它

表达的是一种态度、意志和决

心。面对新时代的新使命，奋力

推进“两个先行”，浙江对干部的

精神状态要求更高。面对政治责

任、重大机遇，斗争精神是一种拼

的状态，只有创先争优、攻坚克

难，才能拼出成绩、干出事业。

党员干部不拼，就不能带动

群众一起干。习近平同志曾在

《之江新语》中，以简短的三个

“能”，为共产党员画出肖像。党

员干部的拼就需要“平常时间能

看得出来，关键时刻能冲得出来，

危难时刻能豁得出来”。

敢拼就是关键时刻能冲得出

来。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

件也要上。疫情大考之下，是坐

等当“看客”，还是下场做“干”部，

是以“负责思维”为首位，还是以

“避责思维”为优先项，什么样的

精神状态就有什么样的答案。今

年7月 10日，36名浙沪“外贸人”

从宁波登上飞往欧洲的客运包机

航班。企业家感叹，这是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创举。

在这次包机背后，是浙江省商务

厅、宁波市政府等多方高效协同，

用很短的时间办完各种手续，展

示了“浙江速度”。这次包机赴欧

的“全国首创”，是一次切中企业

需求痛点的“政府有为”之举。截

至目前，浙江已组织商务包机 22

班次。这是浙江实干应有的样

子，只要有利于发展，就敢于通堵

点、激活力。把企业的事当成自

己的事，不等不躲，关键时刻冲出

来挑担子。

敢拼，还要会拼。引领改革风

气之先的浙江，党员干部要有魄力

更有实力打破以往的路径依赖，抢

下“先手棋”。当前，我国发展进入

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

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需要创新

打法。浙江创造的精密智控机制，

就是典型例子。疫情发生以来，浙

江不断优化完善以“五快”为核心

的“七大机制”，提高疫情防控科学

化专业化智能化精准化水平，疫情

防控跑出了“浙江速度”，为全国防

控作出了贡献。这些都离不开迎

难而上、主动创新求变的新打法新

招数。

走在前列不是自动附属于浙

江干部的标识，而是干出来、苦出

来的徽章。拼的状态，其实也是

一种软实力、核心竞争力。“没有

走在前列也是一种风险”，让“躺

平”干部们汗颜。在今日之浙江，

全省上下都是争先进位的赛场，

党员干部要“老大难”敢上、“硬骨

头”敢啃、“烫山芋”敢碰，要把压

力化作动力、把难点干成亮点。

浙江干部就得这么拼，做“狮子

型”干部，当“战士”，不当“绅士”，

用敢拼、会拼诠释越是优秀越努

力、越是领先越向前的实干精神。

（转自《浙江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