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最初的清扫工人，
到汽车队队长，再到如今
的业务科科长，厉忠听始
终怀着对环卫事业的执着
与热爱，一干 20 多年。
只有初中文化的他通过自
学获得了大专文凭，从一
名机械专业的门外汉做到
技师，他的一系列技改给
原江东环卫部门节省开支
二三十万元。他在这个平
凡的岗位上发光发热，曾
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省、市级优秀城市美容
师，首席工人，最美交通

人等荣誉称号。
在学习的路上，厉忠听

不仅喜欢自己钻研，也愿意
带着徒弟们一起学。每个月
的10日、20日、30日，是汽
车队组织职业技能培训课
的时间，厉忠听将平时在车
间观察到的修理问题一个
个剖析，与大家一起讨论分
析，共同进步。

2016 年，厉忠听荣
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其
事迹也在城管系统广泛宣
传。而对厉忠听来说，他
将这份荣誉转化为责任、

今后工作的新动力。厉忠
听将自己的青春全部献给
了环卫事业，“这是最好
的，我热爱这一行，我愿
意做这一行”。

鄞州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
厉忠听11

多年来，胡道勇的奉
献精神获得了同事和上级
部门的认可，各种荣誉、
表彰也接踵而至。2006
年，获得“浙江省城建
城管行政执法工作积极
分子”荣誉称号，2007
年获得“宁波市城市管
理行政执法标兵”荣誉
称号，2008年获得“第
五届宁波市建设系统劳
动模范”“2007年度浙江
省城建监察协会工作积极
分子”荣誉称号。他在收
获了众多荣誉后，并没有
骄傲自满，反而以更大的

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在平
凡的岗位上干出了不平凡
的事。

2005 年，胡道勇多
年的肝病复发，转氨酶数
值极高，病情十分危险，
医生多次催促他住院治
疗，可胡道勇此刻的心思
都在迎接全国文明城市检
查上。在气温高达36摄
氏度以上的日子里，胡道
勇主动要求驾驶三轮摩托
车到最乱的路段管理，整
整一个星期，工作时间每
天长达16小时。

胡道勇现为北仑区综

合行政执法局新碶中队副
队长，本着“风清气正乾
坤朗，纪律严明民心顺”
的执法理念，胡道勇扎根
于城市管理一线 15 年，
默默无闻、兢兢业业。

北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胡道勇7

芦杰是海曙区城管局
月湖中队队员，先后被评
为宁波市城市管理工作协
管 先 进 个 人 、宁 波 市
81890志愿之星、宁波市

“城管义工之星”、2016年
度“宁波好人”等。

打开芦杰的民情日记
本，第一页上清晰记录了
八个字——“文明管理，
服务为本。”这是他从事
城管工作以来对自己提
出的要求，也是他多年
来坚持不懈的实践。第
二页上密密麻麻记录了
各种电话号码，这些号码

中的人，有些是社会组织
负责人，更多的是他曾服
务过的老年朋友。说起这
么多老年朋友，不得不提
芦杰的另一个身份——义
务理发师。

2009年 8月，在一次
走访中，芦杰得知他所包
片区内因为没有理发店，
一些老年人不得不走很远
路去理发后，他萌生了义
务理发的想法。在进城管
局之前，芦杰就已经掌握
了理发这一技能。芦杰的
想法得到了中队领导和相
关社区的大力支持，社区

不仅提供场地，而且还帮
着宣传。

每次理完发，他都会
给老人一张自己的名片，
并和他们说：“有事请找
我，城管小芦，有空请支持
城市管理。”

海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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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多数宁波市民而
言，他们可能津津乐道于

“海定而波宁”的悠长历
史渊源，却不知道宁波其
实是一个缺水型城市。人
们常常看到“节约用水”
的标识牌，却并不了解宁
波已经实现了国家节水型
城市“三连冠”。大家可
能更不知晓的是，节水管
理作为我市公用事业管理
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城市管理工作的一块重
要拼图。

他们只有7个人，却
挑起了全市节约用水管理

各项繁琐细致的事务工
作。他们专注细节、深挖
潜力，致力于节水型城市
深化建设，在社区、广
场、学校总有他们认真开
展节水宣传的身影。我市
已经拥有162个省级节水
型居民小区、65家省级

节水型企业 （单位），一
连串闪亮数字的背后，凝
结了他们不懈付出的心血
与汗水。

而所有的一切都因为
他们有一个响亮的名字：
市公用事业监管中心节水
管理科。

市公用事业监管中心
节水管理科9

作为一名在基层中队
执法的城管人，胡宁宁自
进入城管队伍以来，自觉
做到文明执法、为民执
法、公正执法。工作中她
不仅勤恳尽责、善于创
新，还积极响应服务型政
府建设的号召，始终以服
务 民 生 为 己 任 。 2016
年，她着眼破解辖区自产
水果滞销之“困”，先后
探索推出了“杨梅地图”

“橘子地图”等一系列民
生地图，化解了果农产品
销售难、市民水果采购

难、旺季市容管理难三大
矛盾，其创新做法相继被
《浙江日报》、浙江卫视、
《人民日报》等媒体转载
报道，她创作的“橘子地
图”被中央网信办评为
2016网络公益年度创新。

她不仅身体力行多次
走访学校社区普法释法、
宣传法治，还发挥自身绘
画特长，创作了针对综合
行政执法系统工作特点的
《要嫁就嫁执法男》《要娶
就娶执法女》系列专题漫
画。以轻松幽默的形式，

向市民展示了执法青年的
工作特点和精神面貌，为
网民更深入地了解、理解
城管真实工作打开了窗
口。

北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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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参加工作以
来，30多年一直战斗在
城市管理第一线；他，不
仅热爱工作，更重要的是
他还有颗公益心；他，怀
着这颗心在今年已经参加
170 余次党群同心圆活
动 ， 并 从 2002 年 4 月
起，坚持献血15年，截
至目前，已献血近 90
次、近 70000 毫升，获
得过全国无偿献血奉献

奖金奖、全国无偿献血
奉献奖铜奖、浙江省无
偿献血奉献奖、浙江省
之江杯奖、宁波市甬江
杯奖、宁海县无偿献血
先进个人等荣誉。他，
就是爱岗敬业、热心公
益的好城管——宁海县
综合行政执法局机动中
队副中队长金安明。

对无偿献血这件事，
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只要身体允许，我会一
直献血下去。”

宁海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金安明10

刘意恒是一个常年奔
波在内河一线的“女汉子”，
从2008年大学毕业进入宁
波市城区内河管理处以来，
她就与河道结下了不解之
缘。10年来，她凭着开朗的
性格、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
和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日
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奔走在
内河第一线，为内河事业的
发展蓝图添上自己青春的
一笔。

为了推进内河健康发
展，市内河管理处开展了
大量科技治河课题，刘意

恒自告奋勇参与了多项课
题研究，每次接到课题项
目，她都会花很多时间做
功课，在研究过程中不断
学习思考，兢兢业业展开
课题研究工作。

每年的七八月，是整
个夏天最炎热的时候，伴
随着水质最易恶化的敏感
期和台风的高发期，是刘
意恒最忙碌的工作周期，
高频次的河道巡查、水质
检测，高强度的防汛防台
工作，使这个原本有点微
胖的姑娘瘦了一大圈，但

是她满不在乎地说：“投
身治水一线，是我们所有
普通内河人都会做的事
情，我一点也不把自己当
女孩子看。”

宁波城区内河管理处
刘意恒12

潘涛，现任宁波工业
供水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
经理。2008年，宁波工
业供水有限公司建成，利
用姚江原水制水的姚江水
厂日制水能力 50 万吨，
供水管道70多公里。直
到2012年，公司的经营
情况一直不理想。潘涛看
在眼里，急在心里。跑政
府，跑企业，他不厌其烦
地推荐质优价廉的工业
水。通过不懈的努力，

2013年青峙化工区开了
个好头，多家用户达成用
水意向，这也使潘涛在工
作上更加有干劲。接下来
的每一年，公司服务的企
业越来越多，水量的增加
不仅改变了公司的经营局
面，同时也大大降低了大
工业企业用水成本。

他的付出，为推进宁
波市“分质供水、优水优
用”城市供水理念的落
实，为缓解宁波市的城市

供水压力、提高整个城市
供水效率、服务促进宁波
市临港大工业的发展奉献
了自己的力量。

宁波工业供水有限公司
潘涛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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