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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晴到多云，偏南风3~4级，27℃~36℃。

明天晴到多云，偏南风3~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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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生态环境局奉化分局特约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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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袁伟鑫 通讯

员 李小漫）近日，由宁波市建筑装

饰行业协会主办的 2019年度宁波

市优秀建筑装饰工程奖评选揭晓，

中交一公局集团宁波奉化项目承建

的宁波市奉化区未来城科普中心荣

获该奖。

未来城科普中心是一座以展览

为主要功能的公共建筑，主体建筑

为地上 3 层，整体造型雅观、大

气，鸟瞰时犹如明亮的眼睛，谓之

“城市之眼”，这里将集中展示奉化

城市建设、科普、艺术展览馆以及

未来城项目建设，以开放式的参观

空间，展现“海纳百川，有容乃

大”的设计理念。

未来城科普中心幕墙包括全隐

框玻璃幕墙、阳台玻璃栏杆、铝合金

门窗及铝合金百叶窗等，其抗震性

能好，防水性能优越。表面平整度

高，可多个工作面同时施工，施工速

度快，装拆方便，具有良好的经济实

用性。

据悉，宁波市优秀建筑装饰工

程奖分为优秀建筑装饰工程奖、优

秀建筑幕墙门窗工程奖、优秀建筑

装饰工程设计奖、优秀住宅装饰工

程奖四类奖项，是宁波地区建筑装

饰工程领域较为权威的奖项。

图为未来城科普中心鸟瞰图。

未来城科普中心获
市优秀建筑幕墙门窗工程奖

本报讯（记者 景小芳 通讯

员 竺舒 陈磊）昨天上午，区农业

农村局联合奉化农商银行召开全区

农户小额普惠贷款工作推进会。奉

化农商银行现场为全区农户整体授

信 70亿元，将全区 13.8万户农户全

部纳入最低 5万元普惠额度的受益

对象，推动实现普惠建档覆盖率、贷

款授信覆盖率、金融服务覆盖率均

达到100%的目标。

同时，配套定制农户小额普惠

贷款产品“普惠乐”，为农户提供免

担保、纯信用、小额度、广覆盖、低门

槛的惠民服务。相较于普通丰收小

额信用贷款，该产品最优年利率可

降低约2.7个百分点。

此外，农户小额普惠贷款按照

“以户定额、无感授信、有感反

馈、贷前签约、按需用信”的要

求，探索从“最多跑一次”到“一

次都不跑”的纯线上信贷服务新模

式。奉化农商银行通过导入农户数

据库，匹配“白名单”提供无感无

差别的 5万元授信基础额度，无需

农户办理申请手续。在此基础上，

创新将道德荣誉纳入提额标准体

系，先锋党员、农房改造示范户、

垃圾分类示范户、户厕改造示范户

等其他包括区级以上荣誉获得者，

每项荣誉均可获得 1-5万元不等的

增信额度，有效以融资普惠“硬实

力”做优乡村基层治理“软环

境”，努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

会治理新格局。

奉化农商银行为全区农户整体授信70亿元

农户小额普惠贷款“无感授信”
创新线上信用模式

本报讯（记者 许犇）昨天上

午，区委书记高浩孟先后来到南

海建材市场、前方板材市场检查

安全生产情况。他强调，各地各

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

弦，对存在的安全隐患，要限期落

实最严格的整改措施，扎实筑牢

市场安全防线。傅岳炳参加。

经检查，南海建材市场存在

私家车占用消防车道、电线私拉

乱接、疏散通道堆放杂物、电动自

行车违规充电、占用消防通道等安

全隐患。检查中，高浩孟一一指出

市场存在的管理规范缺失、管理人

员缺位等问题，并当场制止人员在

市场内的吸烟行为。

高浩孟表示，安全生产是市场

各方的共同责任，不仅市场管理方

要认真履行好主体责任，加强安全

生产管理，经营户也要从自身做

起，杜绝电线私拉乱接、明火明电

烧饭等违规行为，共同营造安全有

序的经营环境。高浩孟指出，应

急管理部门、消防部门、属地政

府要对存在的安全隐患高度重

视，切实履行好职责，对照问

题，果断采取有效措施，限时一星

期内整改完毕。

随后，高浩孟来到前方板材市

场检查，详细了解市场安全生产措

施落实情况，仔细检查市场内的风

险隐患。高浩孟强调，相关部门要

以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高度负

责的态度，履行好行业监管、专业监

管、综合监管责任，对全区所有类似

市场开展一次大检查、大排查，绝不

放过任何一个疑点、盲点、薄弱点。

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要不留情面，

拿出铁的决心、铁的纪律、铁的手

腕，即查即改，加大处罚力度，倒逼

市场主体真正整改到位，坚决遏制

安全事故发生。同时，要加大督查

考核力度，追责问责责任落实不力、

措施落实不严人员。

高浩孟在检查市场安全生产情况时强调

限期落实整改措施 扎实筑牢安全防线

本报讯（记者 李露）“甜，比

我们这儿卖的所有桃子都甜！如

果搞采摘的话，能卖到 20元一公

斤。”8月 11日，在安图县松江镇

松花村鑫丰果业采摘园内，86棵
奉化水蜜桃迎来甜蜜季。

在采摘现场，白里透红的奉

化水蜜桃在枝头透出阵阵桃香，

多的一棵树结有 30 余枚果实。

“目前来看这些水蜜桃已经适应

了安图的环境，以后可以用精细

化管理将这些水蜜桃打造成安图

的高品质精品桃，到时不论斤卖，

论个卖。”区农业农村局品牌创建

中心主任王明亚向安图果农邢建

君现场传授奉化水蜜桃种植技

术，并提出水蜜桃销售思路建议。

邢建君有10多年果蔬种植经

验，之前种植山东桃。“早就听说

奉化水蜜桃肉质细软、汁多味甜、

香气浓郁，现在一尝果真如此，口

感比我们市面上在卖的桃子都要

好吃。”老邢告诉记者，这些桃树3
月下旬开花，8月 5日起陆续成

熟，预计一棵树能产桃10多公斤。

据了解，这些桃树由区农业农

村局无偿提供，为奉化水蜜桃当家

品种“白凤”“湖景蜜露”“圆梦”，

2018年底用货车运至松花村，集中

在大棚里埋土过冬。之后，区水蜜

桃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吴大军、副所

长陈妙金等与当地农技人员建立微

信群，通过视频连线传授奉化水蜜

桃种植技术，如今这些水蜜桃喜获

丰收，可为当地种植农户带去一笔

可观的经济效益。

“迁居”安图的奉化水蜜桃迎来甜蜜季

本报讯（记者 毛超峥 通

讯员 应国民 徐颖）近年来，江

口街道以提升农民素质为着力

点，推进产业结构创新；以培育科

技型企业为着力点，推进发展动

力创新；以提高效能为着力点，推

进服务机制创新，街道干部群众

“干”字当头拼出发展之路。

该街道为创新创业者搭建平

台，通过提供信息、技能培训，开

展农民素质提升工程等专项工

作，让传统农民向有文化、懂技术、

会经营、有素质的新农民转型，为农

民开辟一条宽广的就业之路。进入

8月以来，市场上的“醉金香”葡萄已

落市，而江口街道上横村葡萄种植

户郑冬冬的5亩“醉金香”正上市，每

亩收入可达 2万多元。“创业要多动

动脑子，不要老是跟在别人后头，要

敢于创新。”郑冬冬质朴的话语，道

出了一个普通创业者的心声。

江口的一批企业负责人紧跟市场

动态、艰苦创业，不断壮大企业规模。

宁波瑞利时数控科技有限公司重视科

技创新，至今已获得发明专利20多项、

实用新型专利18项，去年被评为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今年1—7月，公司销

售额逆势上扬，同比增长30%。在去

年的十佳最美江口人评选中，该公司

总经理吕森丰被评为“最美创业人”。

为更好地服务企业和居民，江

口街道干部热心创事业，掀起学先

进、赶先进、超先进的热潮。过去三

迸桥村环境状况差。自从王仁法担

任该村党支部书记后，带领党员干

部真抓实干，村容村貌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如今，三迸桥村内农

家新居整洁靓丽，一片生机盎然。

江口街道工贸办干部紧紧围绕企业

发展需求，深入开展“四联四跑三服

务”活动，并做到责任到岗到人，截

至 7月底已走访服务指导企业 125
次，收集问题78项，解决难题53项，

受到服务对象一致好评。

百姓创家业 能人创实业 干部创事业

江口街道：“干”字当头拼出发展之路

本报讯（记者 陈培芳 通讯

员 熊谱涛 董倩）自 7月底开始，

区港航管理中心在全区水路运输行

业开展 2020年年度核查工作，日前

已圆满完成 7家水路运输企业和 2
家水运辅助企业的核查工作，且这

9家企业均顺利通过。

此次工作重点核查国内水路运

输经营者自有运力规模是否达标，

安全管理制度、《交通运输企业安

全生产标准化达标等级证书》等是

否有效，海务机务管理人员配备、

履职是否到位，船舶、船员相关证

件是否齐全有效；了解企业经营船

舶安责险投保完成情况、过去一年

的事故情况、企业股东的变更情

况以及企业各项变更内容的备案

情况等。同时，重点审核各水路

运输经营者在经营中是否存在违

法、违规经营行为，对安全管理

体系委托代管的公司和船舶，重

点检查企业是否存在“委而不

管”的行为，切实落实企业对所属

船舶的安全管理责任。

据悉，此次共核查船舶 18艘，

船员 250余人，共发放船舶核验合

格证 18份。经核查，各水运企业规

范经营意识有明显提高，能够遵守

国家有关水路运输法律、法规，严格

落实生产责任制和经营行为规范，

水运秩序整体情况良好。

2020年水路运输业完成年度核查

本报讯（记者 景小芳 通

讯员 刘权）记者日前从省博管

办获悉，宁波绿之健药业有限公

司芦晨阳博士的“海洋降尿酸肽

的构效关系、定向制备和机制解

析”项目获得省博士后科研项目

特等资助，是我区博士后科研项

目获得的最高资助及最高荣誉。

此外，波导股份有限公司李英龙博

士的“面向海上渔船的实时数据智

能计算和服务技术研究”、宁波精益

飞达轴业有限公司洪岑岑博士的

“高速电主轴永磁同步电机伺服控

制策略研究”获得省二等资助。

此次项目选题围绕我省经济社

会发展需要，符合科技创新发展领

域和方向，具有创造性、前瞻性和

应用价值，重点资助数字经济、战

略性新兴产业和八大万亿产业等领

域项目。

近年来，区人力社保局把引进

和培育博士后人才作为我区经济转

型发展的重要抓手，通过强化政策

引导、优化服务、健全机制等务实

举措，使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在增强

自主创新能力、壮大创业创新领

军人才队伍、完善科技创新体

系、实施产业转型升级发挥积极

作用。目前，我区共建有博士后科

研工作站 10家，其中国家级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 1家，省博士后科研

工作站9家。

我区博士后科研项目喜获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