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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生态环境局奉化分局特约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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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东北风
6~7级，象山港7~8级，25℃~29℃。

明天暴雨局部大暴雨，东北风6~7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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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许犇）昨天上
午，全区防御第 6号台风“烟花”
工作会议召开，区委书记高浩孟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
神，按照上级部署要求，严阵以
待，严防死守，以万全之准备应对
万一之可能，以万全之策确保万
无一失，以工作的确定性来应对
台风的不确定性，全力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胡永光主持并传达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

示精神及市委书记彭佳学关于第 6
号台风防范工作的批示精神、市长
裘东耀在全市防御今年第6号台风

“烟花”工作视频会议上的讲话精
神。傅岳炳、张巍、江定康参加。

高浩孟指出，防台工作责任重于
泰山，容不得丝毫懈怠和马虎。台风

“烟花”强度大、水汽充沛，移动速度
慢，影响时间长，且影响我区时恰逢
天文大潮期，可能会出现风雨潮三碰
头，各地各部门务必将工作逐项细
化、逐项落实到位，全力以赴、严之又
严、细之又细，扎实做好防台风保平

安各项工作，确保万无一失。
就做好防御工作，高浩孟强

调，要坚决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坚决克服麻痹大意思想。各地各部
门要把思想紧起来，全面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提出的

“一个目标、三个不怕、四个宁可”的
防汛防台理念，牢固树立底线思维
和忧患意识，从最坏处着想，做最充
分的准备，以迎战姿态全力做好防
台救灾工作。要把防风避浪、防强降
雨等作为此次防台的重点，加强预警

监测、加强内涝防范、加强隐患排查、
加强涉海涉旅管控，细化防御措施，
全力筑牢安全防线。要树立“宁可备
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备”理念，提前准
备、科学预置，确保责任落实到位、物
资装备到位、宣传发动到位，切实构
建起科学有效的保障体系。

会上，区气象局汇报气象预测
情况，区防指、区住建局、区交通运
输局、区水利局、区农业农村局、区
文广旅体局、区综合执法局、区自然
资源和规划分局等分别汇报防台相
关工作。

高浩孟在全区防御第6号台风“烟花”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万全之策确保万无一失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本报讯（记者 傅新欣 通讯
员 刘权）昨天下午，记者从区人力
社保局获悉，我区 2人入选 2021年
度宁波市有突出贡献专家、1家单
位入选宁波市服务人才先进单位、1
人入选宁波市服务人才先进个人，
创历史入选数最好记录。

此次评定共有市突贡专家 31
名、市优秀留学人才 10名、市服务
人才先进单位 20家、市服务人才
先进个人 30名。其中，宁波瑞凌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杨荣贵、奉化
龙津实验学校刘善娜入选市突贡专
家；宁波海上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入选市服务人才先进单位；宁
波鲍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夏波
入选市服务人才先进个人。

下步，区人力社保局将继续
加大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力度，以重
大项目、重点学科建设为依托，以
高端人才创新创业为重点，尊重
人才成长规律，创新体制机制，
完善政策措施，加大投入保障，
优化发展环境，积极推荐培养人
选参与各类专家、人才奖项评
选，优先推荐培养人选及其所在
团队申报各级科技项目和其他各
类资助项目。

市级相关人才奖项公布

我区入选数创历史最佳

供电公司：

本报讯（记者 陈培芳 通
讯员 张雪玲）7月21日，区供电
公司工作人员在莼湖街道沿海区
域的电线杆上加装电杆倾斜监测
装置，实现对电线杆状态的有效
监测、快速处理。

据悉，该装置采用NB-IoT传
输模块，可直接将采集的相关数
据上传至云平台，通过云平台呈
现电线杆当前地理位置及倾斜角
度，同时可设定预警阈值，当倾斜
角度超过阈值时，平台会发出告
警信息。

7月 18日起，区供电公司组
织开展防御台风特巡，对 110千
伏方桥变、35千伏西坞变等易受
水淹的变电站、地下配电房、开关
站等落实防水淹措施；及时完成
变电站周边、输电线路走廊内的
临时建筑物、塑料大棚隐患整改；
开展线路巡查巡视和通道清理。
至目前，已累计出动车辆 31台
次、人员118人次，修剪各类树木
12632棵，加固电杆基础23基。

同时，该公司成立13支抢修
队，共有各类抢修人员453人，抢
修车辆 95辆，发放防汛沙袋 200
只、锯子60把等各类抗台抢修物
资和装备，做好抽水泵、抢修车辆
等设备检查试验，安排人员提前
进驻值守偏远地区变电站，全力
以赴打好防台抢险保卫战。

综合执法部门：

本报讯（记者 陈培芳 邬
诚挺 通讯员 竺斐 章哲伦）
昨天上午，记者在城区部分路段
看到，市政园林管理处的工人正
忙着开展台风“烟花”来临前的应
急准备。

该局落实常态化管网清淤疏
通工作，城区目前大的积水点均
已改造完成。同时，不间断巡逻
检查市政、路灯、绿化等设施，清
除隐患。至目前，已加固树木
215棵，清理桥梁泄水孔76处，修
复坑洞42处；排查临水管线6130
米，低洼地带路灯280盏，配电箱
53个，发现的隐患17处全部整改
完毕。此外，该局还全面检查 12
座雨污水泵站机电设备，制定机

场高架（路面）、下穿通道和易涝
积水路段应急保障措施，并开启
机场高架排水闸阀，减少积水情
况的发生。

昨天上午，区排水处在倪家
碶闸模拟台风来袭，城区水位居
高不下，用强排设备将水排入县
江。该处已准备5辆巡逻车、6辆
疏通车、3辆强排车和 40余台移
动水泵、200余只沙袋，并落实60
余名工作人员24小时值班巡逻。

各属地中队还加强执法检
查，发现安全隐患，立即要求整
改，杜绝意外事故发生。7月 20
日以来，共清理主次干道两侧横
幅 69处，修复旗杆、道旗广告 30
余处，加固存在安全隐患的广告
牌8处，拆除破损户外广告、网架
广告17处，拆除面积约582平米。

交通运输部门：

本报讯（记者 陈培芳 邬
诚挺 通讯员 王红平）昨天起，
区交通运输局早部署、早行动、早
落实，抓好各项防汛备汛工作。

该局充分依托智慧交通监控

设施，进一步加强对公路、桥梁、

隧道、航道等重点场所的实时专

人视频监控，实行24小时领导带

班值班制度，并根据实际情况及

时发布路况及客运、公交通行信

息。相关人员深入一线，全面排

查辖区公路桥隧、在建工程、客运

场站、运输车船、水运码头等防汛
防台隐患，发现异常情况和安全

隐患的，及时组织力量排险，并设
立醒目规范的警告和指示标志；
组织人员全面清理疏通边沟、涵
洞，及时加固抗风能力差的安全
设施。同时，督促公交客运企业
加强道路客运线路勘查，尤其是
加强临水临崖线路检查，及时优
化调整线路，确保安全营运；积极
做好运输船舶避风、防雨等准备
工作。

目前，县级以上公路、内河通
航水域通行正常，公交客运正常
运行；辖区共 14艘在册营运货
船，其中预计受台风影响的 5艘
均已采取避风措施，剩余 9艘在
台风影响范围外。物流作业码头
已于昨天8时停止作业。

此外，交通运输行业各单位
进一步落实专业抢险力量，做好
应急抢险设备维护、保养和管理，
保证其处于良好状态，确保应急

物资调得出、用得上。公路应急

抢险队伍和其他应急备勤人员已

全部到位，并配备挖掘机、装载

机、自卸车、移动式发电机、水上

巡逻艇、橡皮艇等设备以及 3000
只麻袋、500吨矿渣、100多套铁
铲、扫帚等应急抢险物资。

住建部门：

本报讯（记者 袁伟鑫 俞
晖 通讯员 琚灿芬）昨天，区住
建局紧急召开防汛防台工作部署
会议，启动应急预案，部署防汛防
台工作。

目前，区住建局已向全区 315
个在建工地下发防台通知，落实防
台防汛24小时值班制度，备好防汛
应急物资。同时，重点检查建筑工
地脚手架、塔吊、围挡、深基坑支撑
等设备设施以及临时用电安全，并
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加固措施，督促
215个有临时工棚的工地随时待命
做好人员转移。

同时，该局通过微信、浙政钉等
通知各镇（街道）、第三方动态监测
单位、专职综治网格员、村（社区）干
部，落实应急抢险装备及人员，确保
通信及信息传递畅通，加大巡查力
度和频次，重点加强对低洼积水、年
久失修、建设标准低、山边水边以及
擅自改扩建等房屋的检查，并落实
避险转移安置场所，做好危旧房屋
人员撤离、安置及周边防护工作。

昨天下午，区房屋安全管理中
心分两路巡查全区 20幢 C级危房
和重点监管房屋，并落实危旧房双
线监管和值班值守制度，以便及时
获取危旧房在台风前后的动态信
息，确保房屋安全。

同时，我区各物业服务小区已
陆续检查小区电梯井、排水管网、排
水泵、地下车库入口排水情况等，巡
查外墙附着物和附加物的安全状
况，备齐备足水泵、抽水机、沙袋、挡
板等防汛物资。

农业农村部门：

本报讯（记者 严梓宁）昨天，
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指导桃农
做好台风防御准备。

昨天上午，在锦屏街道九岙农
场桃园里，农技专家抓紧指导桃农

做好清沟、抢收等防台准备。九岙

农场共有桃园面积100余亩，近日，

农场加派人手抢收水蜜桃，打包之

后立即发往各地市场。农场负责人

应士锋告诉记者，农技专家早就发

来提醒，要提前做好防台工作。目

前，桃园已落实好抢收、排水、清沟
等工作。

我区共有桃园面积 5万余亩，
连日来，农技专家通过上门走访、语
音视频等方式，指导桃农积极行动，
保住收成。目前，全区水蜜桃采收
已达 9成，除大堰山区部分高海拔
桃园外，溪口、萧王庙、尚田等水蜜
桃主产区基本采收完毕。

本报讯（记者 黄嘉婷）昨天，
全区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推
进会在浙江奥迪斯丹科技有限公司
召开，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魏建
根出席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区总工会主席王汉存主持。

会议传达学习全国推进产业工
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经验交流会精
神和省市主要领导批示精神，部署
我区下阶段工作。

魏建根指出，通过产业工人队
伍建设改革，打造一支高素质的产
业工人队伍，对提升我区现代产业
体系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各地各
部门要坚定不移强化政治引领，弘

扬劳模精神，听党话、跟党走；要坚
定不移强化素质提升，推动产教融
合，完善培训体系，加快推进“奉化
工匠”培育行动，努力建立“产教训
融合、政企社协同、育选用贯通”的
新时代工匠培育体系；要坚定不移
强化权益保障，完善收入分配，强化
维权服务；要坚定不移强化合力推
进，加强统筹协调，完善制度体系，
强化示范带动，合力推动我区产改
工作争先创优进位，为我区加快推
进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特色区
提供坚实支撑。

会上，区人力社保局、溪口镇总
工会等单位及相关企业作交流发言。

高标推进 高规建章 高质发展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推进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康诗文）近日，省
财政系统举办“百年潮涌 我心向党”
主题朗诵比赛，区财政局与市财政局
联合选送的《船行中国》节目从15个
参赛节目中脱颖而出，荣获一等奖。

《船行中国》紧紧围绕爱党爱国
爱社会主义主题，讲好党史故事、歌
颂财政事业。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区
财政局创新学习形式，以讲促学、以
读促学，通过建立财政学堂开展“党

课开讲啦”活动，党员干部围绕党史
说收获、围绕理论谈感想、围绕业务
讲见解；筹建“线上+线下”党史书
房，“线上”局域网开设党史学习教
育专题栏目，“线下”打造党史宣传
栏和党史书柜，供全体干部学习研
读，营造学思践悟的财政文化氛围。

“我们将继续选拔优秀宣讲干
部，组建财政系统党史宣讲团，进社
区、进企业、下基层开展党史宣讲活
动。”区财政局局长周武军说。

省财政系统举办朗诵比赛

区财政局获一等奖

本报讯（记者 严梓宁）今年
第6号台风“烟花”于7月21日加
强为强台风，强度逐渐加强，并预
计于 7月 23日 20时左右进入东
海海面，将对我区造成较大风雨
影响。

昨天上午，记者从奉化气象
台了解到，今年第 6号台风“烟

花”预计以10公里左右时速向偏
西方向移动，较大概率于我省沿
海登陆，但也不排除沿海北上的
可能性。昨天14时，市防指将防
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Ⅲ级，昨天
12时38分，奉化气象台发布暴雨
橙色预警信号。

受其外围环流影响，昨天开

始，我区风雨逐渐明显，有中到大
雨，局部暴雨，从本周六至下周
一，我区进入降水集中期，整体
过程预计雨量 200至 300毫米、
局部400毫米以上。同时，宁波
沿海海面和象山港风力逐渐增
强，宁波沿海海面本周六至周日
预计风力增强为 10至 12级，台

风中心经过的海面风力预计达 13
至 15级，象山港风力周六至周日
预计在8至10级。

“市民要继续关注台风最新的
预报预测信息，做好防范风雨准
备，根据天气及时做好相关的工作
生活安排。”奉化气象台预报员岳
俗甲说。

“烟花”台风来势汹汹

今晚进入东海海面 将产生较大风雨影响
各部门严阵以待做好防御工作

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在电线杆上加装电杆倾斜监测装置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在电线杆上加装电杆倾斜监测装置

本报讯（记者 傅新欣 孙嘉
阳）昨天上午，由区检察院、区民政
局、区妇联、区关工委联合主办，区
融媒体中心小记者工作室承办的

“护苗行动”儿童关爱服务活动在区
检察院启动。

当天，“护苗基地”未成年人
法制教育基地揭牌成立。区民政局

为区兰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乐基
金慈善基金会等 5个社会组织授
旗，志愿者现场宣读“护苗行动”
宣言。

据悉，“护苗基地”的成立，将为
未成年人提供普法教育、法治宣传
等公益服务，增强儿童法律安全意
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守护儿童安全成长

“护苗行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