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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永明，人称“水厂
工匠”。他，参加工作18
年来，放弃年休假超过
120天。每周六晚上在厂
值班，从没调休，义务工
作10600多小时。

随着城市供水科学
技术和新设备新工艺的
应用，作为宁波市城市
供水高技能创新工作室
负责人，近年来，史永
明积极进行技术攻关，
参与完成水厂各类技术
改造160多项。其中滤池
气动阀门气动电磁导阀

和检测开关等经技术改
造后，由原来进口实现国
产替代，为企业节省维修
资金 10 余万元。 2015
年，创新工作室的水厂第
三回路技术改造项目，
不仅提高了供电的安全
可靠性，省去每月电费
补贴 1.89 万元，每年为
企业节省22.68万元。

史永明还积极组织参
加各类社会公益服务和城
管义工活动。近几年，和
柴楼村小学生结对，每年
送助学金和学习用品；与

北仑供水分公司一起开展
党员节水宣传；积极参加
义务献血，累计献血1万
多毫升，是北仑区献血先
进个人。

王晓东现任江北区市
政绿化养护中心主任。从
2005年工作至今，他已成
为市政绿化养护的“多面
手”，被誉为服务群众的

“孺子牛”。
在工作中，他总是身先

士卒，总是出现在市政绿化
养护的第一现场，江北大河
改造中庄桥圃地树木移植的
现场有他的身影，慈湖中学
古银杏树的救治有他照看陪
护，老外滩的升级改造在他
眼中孕育，北岸琴森水街治
理他一路相伴，砖桥巷立体

绿化升级他出谋划策，湖西
路大中修进度他随时跟进。

今年，为深入贯彻全
省剿灭劣ⅴ类水工作会议
精神，打好“五水共治”攻
坚战，他任劳任怨、披星戴
月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
巷，每一只窨井、每一条河
道、每一片排水管网都镌
刻着他为这座城市默默奉
献青春与汗水的身影，每
一次风雨无阻、每一个夜
以继日都是他在编织水清
岸绿梦想的动人写照。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

时，他甘为服务群众的“孺
子牛”，带领中心青年服务
团队，利用业余时间开展
下水道疏通、窨井盖修复、
社区树木修剪、养花常识
授课等志愿服务。

江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市政绿化养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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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奇自 2005 年 7
月安全技术工程专业硕士
毕业后，一直在宁波市市
政公用工程安全质量监督
站从事市政公用工程和城
市轨道交通工程安全质量
监督管理工作，先后担任
安全监督工程师、安全监
督科副科长、安全监督科
科长、工程管理科科长。长
期坚守在城市建设的第一
线，十二年如一日，守护生
命，关爱作业人员健康，诚
诚恳恳，兢兢业业，市区重

大市政工程和轨道交通工
程建设中都留下了他辛勤
的汗水，留下了他成长的
足迹，也见证了他从一名
新人到站里工作骨干的历
程。10多年来，他工作踏
实，任劳任怨，勇于创新，
乐于服务。他以自己的青
春热血，谱写了一曲不平
凡的奉献之歌。

他运用系统安全管理
方法对项目进行监管，提
升安全监督管理成效。独
立主持监督管理的项目达

600多个，工程造价超过
400亿元。系统掌握通道
施工等重大危险源动态安
全管理方法，有效预防了
群死群伤事故的发生。

宁波市市政公用工程
安全质量监督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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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城管供排水集团
自来水公司300多名管道
抢修工中，鄞州供水分公
司管网管理科科长王淼海
就是其中的优秀成员。

在夏季供水高峰期，
管道漏水抢修一个接一
个，衣裤经常是湿的。为
了确保城乡供水平稳，从
今年年初起，王淼海便带
领着科内的同事，进行前
期调研、实地查勘、实施
安装、推进推广分区计
量，科学地划分区块，并

对管网的运行情况进行实
时监控。针对管网老旧漏
水严重区域，加快步伐推
进老旧管道的改造，加强
巡检听漏和抢修新工艺应
用。今年以来，区域漏水
量明显减少，为城市供水
生命线的安全运行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持续的高温天气，自
来水随着供水管网流向千
家万户时，容易因为水管
热胀和压力变化而爆裂，
这是对管道抢修人员的

“烤”验。据统计，今年
以来，仅鄞州供水分公司
就完成主干管抢修任务
300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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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军，现任海曙区
绿化办副主任，是园林绿
化高级工程师、浙江省和
宁波市园林绿化专家组成
员、国家级高级园艺技师、
插花技师、绿化技师，中国
首批高级插花讲师。同时
还担任着浙江省风景园林
协会插花艺术研究分会副
秘书长、宁波市风景园林
协会插花艺术分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海曙区“绿艺之
家”志愿者公益团队负责
人、“孙立军志愿服务工作
室”负责人等多项职务。

从 1985 年进入城管
（城建） 系统工作至今，
她将专业、职业、爱好融
为一体，不断研究、丰
富、拓展绿化事业的内涵
与外延。无论是负责一线
的绿化工程建设，还是全
程参与全国级别的插花赛
事组织；无论是多渠道立
体式传播普及绿化知识，
还是带领公益团队无私奉
献，她在岗位上尽情展现
了自己过硬的专业能力、
协调组织管理能力，恪尽
职守、无私忘我，不断挖

掘美、传达美，营造绿
色、保护绿色，让我们的
城市更加诗情画意、绿意
盎然，为甬城的“名城名
都”建设添砖加瓦。

海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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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1 年加入城管
队伍以来，邱志伟生动演
绎了城管人的“拼命三郎”
形象。他理顺城管执法边
界与查处流程，创新案件
审核监管机制，组建法制
员队伍，破解取证难点，率
先办理“零口供”案件。到
中队后，他以身作则，带领
团队创下了一年办案500
余起的记录。他常说：生命
若白驹过隙，尽心竭力才

不负似水年华。所以他的
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
都是干劲十足的。

在担任浒山中队副中
队长后，邱志伟更是在日
常执法行动中敢为人先，
作出表率。经常有人问：

“志伟，你怎么每天都这
么拼，不累呀。”他憨憨
地说：“说不累是假的，
但要懂得自我调节。换个
心态，换种思路，看到自

己和城市管理法制工作一
同成长也是开心的。”

慈溪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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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庄市最为繁忙的
万科广场商圈，人们经常可
以看到一个厚实、稳重的背
影。尽管年纪不大，但已然
挑起重担，负担起维护这片
繁华街区市容环境的重任，
成为中队的顶梁柱。

2014年夏天，屠世玮
通过招考进入城管队伍，
目前是庄市中队的一名执
法队员。这一特殊工作，使
得他的青春时光显得忙碌
而厚重。从绕城高速到329
国道，从中官路到北外环，
从兆龙路到望海南路……
他的身影出现在庄市的大

街小巷、枢纽干线，他要和
形形色色的管理对象打交
道——商贩、车主、居民、
店铺业主。为了做好这些
工作，强烈的责任心使得
加班逐渐成了他的习惯。

面对城市化进程出现
的种种问题，屠世玮不停地
探索着管理新方法。近期，
他又研究出了“航拍器取证
法”，通过无人机检查，补齐
传统地面执法的短板。以往
在查处小区顶楼违法建筑
时，经常会遇到当事人不配
合，给执法队员吃“闭门
羹”，造成查处取证难、执法

效率低。屠世玮利用当下流
行的无人机，对小区顶楼的
违法建筑进行航拍，不仅顺
利取证，还破解了传统拍照
取证产生的画面局限性问
题。

镇海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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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侃，2008年参加工
作，一直在环卫处，和垃圾
打了9年交道。没有豪言
壮语、没有惊天动地的事
迹，但脚踏实地在一个平
凡的岗位上无私无畏地奉
献，实践自己人生价值。

2015年10月，随着宁
波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中
心的成立，王侃调任工程
管理科科长，主要负责垃
圾分类相关的工程建设和
招投标工作。世界银行项
目实施至今，王侃和同事
们累计完成各项招标工作
50多项。值得一提的是，世

界银行首个国内PPP厨余
垃圾处理项目落户我市，
在无模板可循的巨大困难
面前，王侃不畏艰苦、勤奋
钻研、攻坚克难，在9个月
内就完成咨询公司招标、
财政承受能力论证、物有
所值评价、实施方案论证
审批和社会资本招标工
作，为市城管局乃至全市、
全省和全国的PPP项目实
际操作提供了案例支持。

“脚踏垃圾，心怀天
下。”这是王侃一直谨记于
心、贯彻于行的一句话。王
侃对待工作始终充满激

情，不断追求工作上的精
益求精。他用执着的工作
精神和严苛的工作态度践
行着“敬业、实干、进取”的
行业价值，在环卫这份事
业上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宁波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处
和生活垃圾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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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城“十大最美城管人”候选人简介（排名不分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