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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在第
五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

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
同志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
问。

习近平指出，今年，我们克服去

年北方罕见秋雨秋汛、冬小麦大面
积晚播、局地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应对南方局部严重高温干旱挑
战，实现夏粮、早稻增产，粮食生产

有望再获丰收。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

府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三
农”工作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

强化粮食安全保障，稳住农业基
本盘，巩固拓展好脱贫攻坚成果，
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实现农
村更富裕、生活更幸福、乡村更

美丽。全国广大农民要积极投身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践，让
日子越过越红火、生活更上一层
楼！

在第五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
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

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推动实现农村更富裕生活更幸福乡村更美丽

本报讯（记者 叶俊松）昨天
上午，区长陈兴立主持召开区政府
第12次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全面
推行“田长制”落实最严格耕地保
护制度和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现代
化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先行实施意
见起草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
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耕地保护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
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推进公
共文化服务现代化建设，为共同富
裕示范先行夯实物质基础和精神
基础。

会议指出，全面推行“田长制”

是贯彻落实耕地保护政治责任的
具体行动，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
重要保障，必须坚决落实到位。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
站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
央、省、市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
保护耕地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
感；要把制度转化为工作实效，以

“横到边、纵到底、网格化、全覆盖”
为目标，建立联动责任、区域统筹、
督查考核、奖惩问责等制度，确保
全区“田长制”工作顺利推进；要严
格落实各级责任，强化部门、镇街、
村协同管控，形成“一级抓一级、层
层抓落实”的系统性网格化工作格

局，共同保护我们的“生命田”。
会议强调，推进公共文化服务

现代化建设，既是鄞州创建全省首
批公共文化服务现代化先行县的
要求，也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促
进人民群众精神生活走向共同富
裕的应有之义。要深化顶层设计，
总体构建公共文化服务现代化各
项目标任务，以保障人民群众基本
文化权益为出发点，结合群众实际
需求，建立健全一批群众喜闻乐
见、有切身感受的文化载体；要深
化供给创新，进一步创新多主体供
给机制，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参与，
持续深化资源下沉，强化数字服

务，创新载体建设，切实打造均衡
优质的文化供给网络，提升公共文
化服务供给能力；要深化品牌打
造，对各类文化挖掘提升、梳理整
合、谋划创新，讲好鄞州文化故事，
推动文旅、文创、文治、文教等融合
发展，进一步打响鄞州文化品牌影
响力和竞争力；要深化全民参与，
持续深化“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
圈”建设，通过举办全民阅读、文
艺创作等活动，在全社会营造以
文润城、以文化人的浓厚氛围，真
正让文化繁荣成为鄞州的一张金
名片。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陈兴立主持召开区政府常务会议

落实最严耕地保护制度 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现代化
为共同富裕示范先行夯实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

本报讯 （记者 胡启敏 通讯
员 孙鹏）昨天下午，鄞州区第三次
全国土壤普查试点工作培训暨工作
部署会议召开，这标志着我区土壤
普查工作正式进入实操阶段，预计
将于年底完成。

土壤普查是我国对土壤质量状
况的一次全面“体检”，对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促
进生态文明建设、助力乡村振兴具
有重要意义。鄞州区是88个第三
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试点县（市、
区）之一，也是宁波市唯一的全国试
点单位。

记者从区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
试点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三
普办”）了解到，我区第三次全国土
壤普查试点工作涉及13个镇街、
168个村，共需完成341个土壤表
层样点和14个土壤剖面样点的外
业调查、采样、样品制备流转与保

存、内业测试化验等工作，将覆盖全
区耕地、园地、林地、草地等农用地
和部分未利用地。其中，林地、草地
重点调查与食物生产相关的土地，
未利用地重点调查与可开垦耕地资
源相关的土地。

此外，本次土壤普查内容包括
土壤类型校验及完善、土壤剖面性
状调查、土壤理化性状分析、土壤利
用情况普查、土壤质量状况分析
等。最终，区“三普办”将形成图件、
文字、数据库和样品库等普查成果，
并将成果转化为应用，促进农业生
产发展。

土壤普查涉及范围广、参与部
门多，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为
此，我区已建立“1+1+N”工作体
系，各镇街也建立了相应的土壤“三
普”组织机构，对照试点工作方案的
任务要求和进度安排，落细落实各环
节工作，预计年底可完成土壤普查。

摸清土壤质量“家底”

鄞州启动
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

本报讯 （记者 陶潇迪 通讯
员 陈裘超） 昨天，17名在甬省人
大代表来我区中河街道人大代表联
络站，集体调研人大践行全过程人
民民主基层单元建设。市人大常委
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宋越舜，区人
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杨慧芳以
省人大代表身份参加考察。区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陆朝晖参加。

省人大代表一行考察了中河街
道人大代表联络站，观看鄞州人大

“码上见”数字平台宣传片，并观摩
鄞州人大基层单元功能演示。对于
我区基层单元建设中独创的学习
吧、档案馆、监督台、接待室、述职
厅、现场播等六大功能模块，代表们
给予高度评价。

随后，省人大代表一行听取了
市人大常委会代表人事选举工委关
于全市基层单元建设情况的介绍，
深入了解基层单元与代表联络站的

关系与区别、基层单元包含的功能
与业务等，对宁波市基层单元建设
整体成效表示充分肯定。

经过参观、观摩与交流，省人
大代表们认为，宁波市以打造基
层单元为抓手，在深化践行全过
程人民民主方面形成了一批标志
性成果，相关工作走在全省前列。
鄞州人大创新打造“码上见”数字平
台、推进人大代表“三亮三联”等工
作，聚焦“联、商、督、促、智”五大功
能，做好代表联络站迭代升级文章，
理念先进、做法创新、成效明显，为
打造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单元
提供了特色鲜明的鄞州样本。大
家同时表示，将依托代表联络站这
个渠道、阵地，进一步密切与人民
群众的联系，更好察民情、聚民
智、惠民生，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在
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重要作
用。

在甬部分省人大代表来鄞
集体调研基层单元建设

■本报记者 蔡亚辉 周聪迪
见习记者 钟秋玲 通讯员 李波 陈娜

昨天，我区举行全国“人民满意
的公务员”黄文娟先进事迹报告会，
黄文娟用朴实真挚且幽默风趣的语
言讲述了赴北京领奖过程、参会感
受以及个人工作经历感悟等。一个
多小时里，黄文娟的先进事迹让不
少在座的干部群众产生共鸣，现场
多次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黄文娟现为邱隘人民法庭副庭
长、四级高级法官。“作为工作在基
层一线的一名普通法官，我只是做
了一些力所能及、微不足道的工
作。”报告中，她娓娓道来。

2007年，黄文娟从武汉大学毕
业，获硕士学位，2008年进入邱隘

人民法庭工作，一干就是7年。工
作上碰到的第一只“拦路虎”就是宁
波方言，她是武汉人，一句宁波话都
听不懂，和当事人沟通很成问题。
为此，她主动走到百姓身边，从听懂
他们的语言开始，并参加了单位组
织的方言班，还成为优秀学员。

与百姓接触多了，黄文娟逐渐
学到了一些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比如，尊重，从叫对当事人的名字、
念对当事人的住址、给予一个适当
的称呼开始；比如，换取理解，从递
给当事人一副老花镜，给糖尿病人
一杯温水开始……她以同理心妥善
调处当事人之间的权益纠纷，逐渐
走进老百姓心里。

黄文娟觉得，获得百姓认可，要
从脚踏实地的付出开始。【下转06】

获得百姓认可
要从脚踏实地的付出开始

——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黄文娟
先进事迹报告会侧记

眼下，瞻岐镇单季稻已进入收割期。在西城村，金色稻浪翻滚，农户驾驶收割机来回穿梭收
割水稻，一派丰收繁忙景象。据农户朱立忠介绍，今年水稻长势较好，他共种植了875亩水稻，
这段时间，在天气好的情况下，平均每天能收割80亩。 记者 李琦辉 通讯员 童诗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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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谷黄 丰收忙

本报讯 （记者 陈宁宁 通讯
员 章雨昂）记者昨天从区商务局
获悉，今年1至7月，我区外贸进出
口稳中有增，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
1360.74 亿元，同比增长 17.9%。
其中，出口额为1029.72亿元，同比
增长16.2%，增速比1月至6月提

高1.3个百分点；进口331.02亿元，
同比增长23.4%。

鄞州外贸韧性足、活力强的背
后，离不开外贸企业的内外贸一体
化发展“双轮驱动”。

为有效应对疫情持续反复，获
得竞争新优势，提升企业综合能

力，前天下午，我区举行外向型企
业“双轮驱动”发展分享会，50余名
外贸人围绕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从
品牌、法律、政策、金融角度展开探
讨研究。

作为集研发、设计、生产和销
售于一体的智能升降家居行业龙
头企业，乐歌人体工学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项乐宏分享了企业
品牌好物出海和内外贸一体化发
展的经验。“在内外贸双循环和疫
情催化下，我们从2020年开始在
智慧家居场景和健康办公场景的
产品品牌运营方面进行了更加多
元与创新的投入，并利用好海外仓
的优势，实现企业的逆势增长。”他
表示，依托智能升降家居和公共海
外仓，公司实现全球化制造、销售、
运营，在全球建有40家子公司，业

务遍布 75个国家和地区，在美、
欧、日等国家和地区的线上销售稳
居第一。2021年，“乐歌”海外销
售收入达 24.32 亿元，同比增长
53.9%；国内销售收入2.36亿元，同
比增长49.3%。

“鄞州企业一直以来都是外贸
‘优等生’，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
力，但是在拓展内销方面可能面临
着一些困难，希望外贸龙头企业能
够分享经验。”区商务局外经贸科
科长王贤峰表示。

为帮助企业主动融入双循环，
抢抓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新机遇，区
商务局主动问需把脉，并在政策等
各个方面给予支持，努力帮助破解
难题，推动我区外贸经济高质量、
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提升外贸综合
竞争力。

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双轮驱动”

前7个月我区进出口总额超1360亿元

二十大二十大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
数字点击

今年1至7月，我区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1360.74亿元，同比增长
17.9%。其中，出口额为1029.72亿元，同比增长16.2%，增速比1月
至6月提高1.3个百分点；进口331.02亿元，同比增长2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