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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鸣在全县建筑经济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本报讯 昨天下午，
我县召开建
筑经济工作座谈会。县委书记叶剑
鸣在会上强调，广大建筑企业要立
坚定信心决
足新时代，展现新作为，
心，
加快转型突破，
进一步提升象山
建筑品牌影响力。县委副书记、
县长
黄焕利主持会议。副县长周坚栋通
报去年全县建筑经济发展情况。金
红旗、
俞骏、
孙小雄、
宣业靖等县四套
班子领导及县法检两长出席会议。
会上，与会企业家围绕自身企
业实际，谈思路、说经验、话发展，
并就如何扶持壮大建筑经济、强化
建筑领域司法保障、加大建筑人才

培养力度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
把科技创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借
在听取大家发言后，叶剑鸣对
力资本市场，
助推企业做大做强。要
去年全县建筑经济取得的成绩给予
千方百计“拓市场”
，紧紧盯牢现有
充分肯定，对广大建筑企业为家乡
市场，
积极抢占新兴市场，
持续提升
做大总量。要抱团
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叶剑鸣
存量、
做优增量、
指出，建筑业始终是我县不可或缺
合作“共发展”
，精诚合作、携手共
的一大特色优势产业，是一块响当
进、互惠共赢，积极探索跨界融合，
当的
“金字招牌”
，
希望大家牢固树立
实现企业效益最大化。
的认识，
坚定加快发展的
各地各部门要结合
“危中有机”
叶剑鸣强调，
化危为机，
活动，
真心实意做
信心决心，
顺势而为、
努力
“营商环境提升年”
推动建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好服务工作，
像帮助自家人一样帮助
“快转
叶剑鸣要求，
要坚定不移
关心建筑企业，
真正做到政策扶持更
型”
，主动适应新形势，加快推进建
加精准有力，政务服务更加优质高
筑工业化和工程总承包，增强可持
效，
齐心协力为建筑企业稳定健康发
，
续发展能力。要一以贯之
“强创新”
展保驾护航。同时，
希望广大建筑企
努力
着力强化技术创新、金融创新，
业家深刻认识当前我县发展正面临

平台机遇、
亚运机遇、
高速
战略机遇、
机遇等多重机遇叠加，
一如既往关心
参与家乡建设，多宣传推介象山，
介
绍引荐更多客商来象投资兴业，
尽最
大能力为家乡发展添砖加瓦。
黄焕利在主持讲话中强调，要
振
进一步统一思想，
提振发展信心，
奋精神、迎难而上，变压力为动力，
坚
化挑战为机遇。要强化创新转型，
转变经营模式，
实现企
定改革决心，
人
业管理现代化、
技术创新前沿化、
用心服
才队伍专业化。要精准对接，
务，
全面落实降本减负相关政策，
合
力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县税务
县公安局、县人民法院、
局、
县人社局在会上作交流发言。

春节长假
象山旅游红红火火

大年初一袁来自上海尧宁波尧椒江等地的游客在石浦古城钟楼排队撞钟袁为即将
到来的 2019 年新春祈福遥
(特约记者 谢定伟)

记者 黄玎 通讯员 周艳英 陈婷

1003 盏楼道灯照亮市民回家路
记者 张伟海
本报讯 记者从县住建局获
悉，我县自 1 月 19 日启动实施“照
亮百姓回家路”亮灯行动以来，截
至目前，丹峰、文峰、新华、金秋等
13 个社区共更换楼道灯 1003 盏、

修复路灯 142 盏 、更换 开关 339
个，架设架空线 4400 米。
据了解，我县建于 2013 年以
前的老旧小区有 90 个。许多老小区
存在路灯昏暗、楼道灯老化损坏等
情况，给居民夜间出行带来安全隐
县住建局
患。为此，由县政府倡导，

荔港春雾

象山
牵头组织丹东街道、
丹西街道、
“亮灯”
服
供电公司等有关单位成立
务志愿者队伍，对接各小区开展楼
道灯更换和路灯修复工作。据介绍，
此次亮灯行动采用 LED 光源替代
传统的高能耗灯具，大大提高小区
既节能降耗，
又改
路灯的照明质量，

善了社区治安，同时还减少了传统
灯具废弃时可能造成的汞污染。
近年来，我县对老旧小区进行
综合改造，其中一项内容就是小区
内路灯、楼道灯的维修改造工作，
目前已累计改造老旧小区 24 个，
投入资金约 5000 万元。

2 月 6 日是大年正月初二袁我县大部分地区出现野平流雾冶美景遥 当日袁石浦渔港被曼妙
轻纱笼罩袁桥梁如卧虹尧渔船似艨艟袁高层建筑在雾中若隐若现袁宛若仙境遥 （记者 周科）

打造人民满意交通
“2019 年，我局将 围绕‘ 重大
项目突破年、营商环境提升年、增
收节支推进年、作风建设深化年’
主题，严守‘清廉交通’一个底线，
攻坚资金和土地两个难题，聚焦美
丽交通、畅行交通、平安交通三个
方向，夯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
打造人民满意交通。”
日
交通基础，
前，县交通运输局局长林曙光在谈
到新一年工作思路时说。
林曙光介绍，在 2019 年，县交
通运输局将攻坚克难，坚决确保交
通有效投资落地。今年，我县计划
投资约 11.5 亿元，建成石浦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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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塘连接线、丹大线产业区至大徐
汤家店段工程，建设沿海南线海宁
路至白云路段拓宽改建工程及石
浦客运中心工程；加快重大项目前
期研究，推进 G527 岳井洋大桥及
接线工程设计工作，开展乌岩港大
桥及接线工程前期工作；加快中长
期项目谋划，深入谋划构建“公铁
海空”现代化交通网络，完善“北接
南延东连西拓”格局，积极研究沿
海高铁方案，力争城际铁路国家批
准立项，谋划象山港二通道线位和
甬金高速扩容方案。
交通先行，
更高水平
“乡村振兴，
建设
‘四好农村路’
也是我们今年的
重点工作之一。”
林曙光表示，
交通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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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输部门将继续巩固“四好农村路”
国示范县和省美丽经济交通走廊示
“四好农村
范县创建成果，全面实施
路”
建设三年行动计划。以惠民利民
为宗旨进一步提升农村公路通行条
件和服务水平，
以
“三级路长制”
为抓
手加大路域环境整治力度，
突出旅游
“四好农村路 +”
优势做好
文章。
此外，该局还将高标准抓实党
的政治建设、抓细基层党风廉政建
设、抓强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建
设，促进党风政风改善；全面推进

交通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完成交通
运输综合执法改革，深化公路养护
市场化改革，推动交通运输提质升
级 ；规 范市 场、强 化 监管 、优 化 布
局，保持安全生产形势的持续稳
定，推进交通经济降本增效；创新
融资体系，争取资金补助，保障项
目资金；破解土地和政策处理制约
因素，在现有国家土地政策情况
下，提前谋划公路等线性工程项目
前期工作，深入开展项目研究论
证，尽量减少基本农田占用。

谈 工作思 路
“一 把手”

象山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官方微信

本报讯 春节黄金周刚刚结束，
象山年味犹存。过去几日，象山县
内各景区、旅游村庄亮出了许多热
闹喜庆、红红火火的旅游产品，吸
引省内外游客纷至沓来。
据统计，全县春节 黄金 周接
待游客数量和旅游总收入同比分
别增长 50.28%和 59.26%。其中九
大景区共接待 56.14 万人次，门票
收入 1844.01 万元，同比分别增长
140.61%和 140.50%。
从入园统计情况来看，省内游
客仍占主流，占游客总量的
72.86%。“高速效应”催热半岛旅
游，随着 甬台温高速复线全线贯
通，除上海、杭州、苏州、宁波等老
牌客源市场外，台州、温州地区的
游客大幅度增长，台州游客占省内
团队市场总量的 42%。
春节黄金周期间，我 县各 景
区积极布点造景，推出了一系列
文化旅游节庆活动，吸引了大量
游客来象过新年，感受浓浓的渔
区年味。松 兰山旅游度假区的新
春活动、象山影视城第 八届影视
庙会活动、 石浦渔港古城第六届
新春庙会、 中国渔村以“金猪迎
新年，年 年有渔”为主题的系列
活动及中国海影城的海影嘉年华
活动让人潮中的景区年味更加浓
郁。2 月 6 日，松兰山旅游度假区
出现小高峰，当天游客接待增长

超 50%，门票收入增长 80%，游
客量和门票收入秒刷春节新高。
“旅游 + 影视文化”特色凸
显，2 月 7 日，象山影视城亮相中
央电视台 《朝闻天下》 栏目，尽
展春节游客潮。当日，象山影视
城共接待游客 7.5 万人次，门票收
入 336.7 万元，同比分别增长 97%
和 124%，双创单日历史新高。
我县乡村旅游产品丰富多彩，
吃、住、娱乐样样都有，花样翻
新，原汁原味，为旅游市场增添
了醇厚的乡土味道。春节黄金周
期间，全县乡村旅游接待游客
18.58 万人次，营业收入 1993 万
元 ，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0.2% 和
11.2%。其中，乡村全域旅游示范
区茅洋乡推出“登玻璃栈道，赏
梅花之旅”活动，并 联合中国海
影城为游客提供旅游套餐。整个
春节小长假，茅洋乡累计接待游
客 11.47 万 人 次 ， 同 比 增 长
37.2%,民居民宿入住 10351 人次，
入住率达到 90.2%,旅游综合收入
358.83 万元。
随着消费观念的 转变，过 春
节全家老少集体出行、入住特色
民宿已成为时下热门的选择。2 月
5 日至 2 月 9 日，我县墙头镇方家
岙村、茅洋乡花墙村、定塘镇沙
地村等农家乐集聚村生意火爆，
饮海三湾、沙塘静湾、海米木木、
随囍、朝山暮海等一批精品民宿
入住率均在 80%以上。

六争攻坚 三年攀高

三家企业被列为
市健康产业重点企业

—访县交通运输局局长林曙光
——
记者 丁铭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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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效应”
催热半岛旅游

坚定信心决心 加快转型突破
进一步提升象山建筑品牌影响力
记者 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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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马振
通讯员 郑宇
本报讯 日前，宁波市发改委
公布市健康产业“四个一批”发
展载体服务清单，我县宁波象山
亲和 源养老投资有限公司、宁波
枫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宁波戴
维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等三家
企业被列为宁波市健康产业重点
企业。此外，浙江海洋运动中心
（亚帆中心） 项目被列为宁波市健
康产业项目。
近年来，我县加快促进健康
产业发展，推进健康象山建设，
制 定 印 发 了 《象 山 县 “ 十 三 五 ”

健 康 产 业 发 展 规 划》， 计 划 到
2020 年，健康产业竞争力、影响
力、渗透力和辐射力不断增强，
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不断推进，
健康产业体系基本形成，全县健
康产业产值超过 100 亿元。我县
不断搭建健康产业发展载体，
2017 年亲和源老年社区项目被列
为浙江省健康产业重点项目，该
项目已于 2018 年 9 月开业，累计
完成投资 5 亿元。
下步，我县将针对列入清单
的健康产业发展载体开展动态监
测，针对培育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和困难，协调各有关单位做好对
接工作。

微信公众号：象山·国际风情街

今天，偶有小雨，中午起小到中雨，温度：4~9℃，东到东南风转偏北风风力 3~4 级；13 日，阴有小雨，温度：7~10℃，东北风 3~4 级；14 日，偶有小雨，夜里阴有雨；15 日：阴有雨；16 日，阴有雨。

2 月 11 日中心城区空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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