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项一嵚 通讯
员孙丽娜 陆燕青） 守着竺山江
畔的小烟酒店，69 岁的慈溪市观
海卫镇湖东村村民戴伟达最近又
多了一个新“头衔”。他主动报名
担任五水共治“百米志愿岗”的
志愿者，只要有人来购物，他都
不忘提醒一句：河道是大家的，
千万别乱扔垃圾。

慈 溪 现 有 34 条 市 级 河 道 、
357 条镇级河道和 1832 条村级河
道，三级“河长”有 2500 余名，

实现了河道“有人管”的全覆
盖。今年 3 月底，慈溪市治水办
将全域河道“化整为零”，设置

“百米责任岗”，以镇 （街道） 为
单位对志愿者进行专业上岗培
训，号召市民做到“我也管”。目
前，慈溪市有 1 万余名志愿者竞
争这些岗位，亲自参与治水。

在河边居住、工作的志愿者
利用业余时间，负责每个河段的
日常管理。每个岗落实到人，一
人连着户，一户带动片，一片影

响到全村。在不少村，向河道扔
垃圾、在河边洗衣服的村民越来
越少。多家沿河企业成为包干治
水的主力军。位于慈溪长河镇的
宁波万佳电器、宁波兴瑞电子等
企业联合出资，聘请工人和监理
截污清淤，还周边村民一江清水。

慈溪虽然位于江南水乡，但
是境内平原多、工业密集、过境
河流少，存在资源型、结构型
缺水的“双重短板”。“所以市
民对治水工作特别关心，一呼

百应。”慈溪市水治办相关负责
人介绍，近年来，不断深化的

“河长制”广受市民关注，几乎
每天有热心人举报水体污染线
索 。 为 维 护 和 巩 固 治 水 成 果 ，
全面打好劣Ⅴ类水剿灭战，慈
溪定下“在今年 7 月底之前消灭
2 个宁波市控劣Ⅴ类断面，在 10
月底之前消灭 4 个县控劣Ⅴ类断
面和 302 个小微水体”的目标，

“百米志愿岗”成为治水的强力
“后援”。

慈溪：万名志愿者竞争“百米志愿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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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黄合 通讯员
郭遐曦） 村级党组织换届甫一结
束，宁海县长街镇立即组织开展

“消灭Ⅴ类水 万人大会战”活
动，成立由全镇各村全体支委成
员组建的“消灭Ⅴ类水志愿服务
先锋队”，奔赴治水清淤的第一
线。截至目前，该镇已完成清淤
100 万方，关停 36 家，拆除 9 家
畜禽养殖场。

剿劣治污，重在基层。面对
点多面广的小微水体，面对原因
多元的劣Ⅴ类水质，宁海依托已

有的“党群同心圆”平台，广大
党员干部在线“秒杀”志愿服务
活 动 ， 通 过 “ 志 愿 服 务 + ” 模
式，让治水剿劣融入平常生活，
发挥最大“乘数效应”。

河岸绿化、日常巡逻、不文
明行为劝导、义务清洁……据统
计，目前宁海县“党群同心圆”
已发布剿灭Ⅴ类水主题志愿服务
活动60余次，参与人数5000余人
次。在党员的模范带领下，各乡
镇街道组成了 50余支党群志愿队
自发投身“治水先锋行动”，成为

该县Ⅴ类水消灭战的重要主力军
之一。

在西店镇，五市溪曾是有名
的“垃圾河”。经过党员群众不
懈努力，五市溪水质从劣Ⅴ类跃
升至了 III 类标准，不仅水变清
了，环境变好了，五市溪附近还
多了一道新的风景线——臂戴

“红袖标”、身穿红马甲的“夕阳
红”老党员文明劝导队每天会定
时出现，按时巡逻，对不文明行
为进行劝导，对相关河段进行保
洁。

在长街镇浦东村，村党支部
书记王必选一直“住”在西浦塘
河边。在他和全村人的共同努力
下，西浦塘河 5 条主要河道清淤
工作已经完成，打通浦西港断头
河项目也完成了40%。

“各乡镇还借助网格化地图
绘制水情作战图，发动党员认领
治水岗，充分发挥宁海‘三勇’
铁军在治水中的先锋模范作用，
掀起了基层干事创业的良好风
潮。”宁海县委组织部相关负责
人说。

宁海：党员治污发挥“乘数效应”

昨天上午，鄞州供电公司下
应供电服务站 2名电力员工正在
安装电流互感器动力表，确保中
塘河 （金桥水岸段） 挖掘河底污
泥吸泥泵的用电需要。目前，我
市各地正在大力开展整治劣V类
水工程，该公司对工程需要供电
的施工单位在申请安装动力表
时，采取特事特办，打开绿色通
道，确保清理河道抽水用电需
求。 （胡成洋 徐能 摄）

治理劣质水
电力做后盾

本报讯 （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王绍其 俞继业） 最近，宁波
亚洲纸管纸箱有限公司行政部经
理史珂瑾多了一个新头衔——“企
业河长”。每天，她上班第一件事不
是走进办公室，而是走上厂区内的
小桥，检查厂区河道的水质情况。

史珂瑾的这一“规定动作”，
缘于北仑戚家山街道最新推出的
一项治水新举措。戚家山是北仑
工业重镇，石化、热电等企业众
多，环境治理压力巨大。为此，

该街道开展“企业河长制”管
理，挑选 7 位重视环保投入和污
染治理的龙头企业相关负责人担
任“企业河长”。

“企业河长”怎么做？河长之
一、宁波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人杨国良打开青峙化工园区
河长认领图：林唐河蜿蜒流过宁波
亚 洲 浆 纸 业 有 限 公 司 厂 区 ，这
1490 多米河道，哪里进了污水、哪
里堆着垃圾，哪里需要绿化他都得
管起来。

“源头治理，综合管理，这就
是企业河长的职责。”戚家山街道
办事处主任张旭波告诉笔者，“企
业河长制”对河长的职责作出明
确要求。上任的河长，要主动做
好“五大员”，即示范员、巡查
员、宣传员、参谋员和监督员。

“我们有自己的生猪养殖场，
对农业污染排放太熟悉了。我们
去管理和监督，可能会比别人更
易发现问题。”宁波北仑食品有限
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李璟认为，“企

业河长”一方面补足了政府在监
督专业性上的短板，形成长期有
效的监督机制，同时也有利于激
发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影响更多
企业主动做出环保表率。

据悉，上任三天时间，7 位
“企业河长”已发动企业职工 150
余人，建立治水小分队和治水
QQ 群、微信群。下一步，他们
将通过厂刊厂报、公告栏发动更
多的企业职工，加入企业治水小
分队，大力营造全民治水的氛围。

北仑戚家山：“企业河长”走马上任

近日，鄞州区白鹤街道举行千名志愿者助力剿灭劣Ⅴ类水行动，22
个志愿团队、上千名志愿者将对8条内河进行清淤、排水、绿化、垃圾处理
等活动。图为治水志愿者向路人发放宣传手册。 (丁安 王宝娥 摄)

千名志愿者助力剿劣
昨天，月湖水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工地，施工人员放弃假日休

息，坚守岗位，加班加点忙着铺设湖底管道。
(周建平 摄)

坚守岗位忙治水

本报讯 （记者张燕 通讯员
毛敏尔 孙静） 随着一声哨响，
来自市公交总公司的 15名优秀驾
驶员展开了一场节能技术大比
武。参赛选手走向驾驶室，启动
大型客车，挂挡、放手刹、踩油
门……日前，第四届全国公交驾
驶员节能技术大赛暨宁波公交选
拔赛全面启动。

当天上午，在市公交总公司
训练场内，驾驶员们迅速进入比
赛角色，在一项靶心定点停车项
目中，只见一名戴着黑色半框眼
镜、文质彬彬的小伙子稳稳当当
地把车停在了靶心前，车头悬挂
的小针妥妥地落在地面上的靶心
正中，一分不差。因各项成绩优
秀，这名叫马科立的 333 路驾驶
员荣获第一名。

“良好的心态很重要，这样不
仅在日常驾驶中能和谐礼让，也
能让自己更加节能。”马科立晒起
了“节油经”。他平常驾驶的 333
路公交车从锦江年华到龚冯村，
是一条名副其实的郊区线，道路
状况复杂，非机动车较多，沿途
有 39 个站点。“路上有多少个红

绿灯、多少个道口，都了然于
胸，这样才能提前预防安全隐患、
减速慢行。”马科立说，根据自己的
经验，节油的技巧就是好心态、慢
起步、中速行、缓停靠。只有拥有良
好的心态才能有良好驾驶习惯，在
日常行驶中逐步积累红绿灯预判
和车速感知能力，减少刹车，开车
时还要做到不抢不争。

此外，良好的车况也是节油的
前提。平常除了严格对车辆进行
例保外，还要养成跑完一趟车围
着车辆转一转，对车进行“看、
闻、听、摸、摇”的检查习惯，
一旦发现车辆有异常，及时到维
修车间进行报修。据了解，就是
因为拥有这样的开车习惯，仅去
年一年，马科立节省了车辆燃油
497.53升。

当然，除了独有的节油技能
外，马科立优质的服务让不少乘
客称赞。每当车辆靠站，他总是
通过后视镜查看车外，耐心等
待每一位赶车的乘客，尤其是
年龄大、怀孕及怀抱婴儿的乘
客，有需要时他会主动搀扶他们
上车。

好心态、慢起步、中速行、缓停靠

公交节能大赛
冠军“晒”节油心得

本报讯 （记者余建文 通讯
员沈颖）“港城业主赞港城，如今
港城有五变：一变政令通，二变
人心齐，三变小区美，四变环境
洁，五变好人好事多得数勿其
……”近日，镇海后大街社区港
城花园小区住户朱学年创作的讲
述小区“众筹自治”成果的打油
诗受到邻居们的“热捧”，还吸引
了邻近不少小区的居民慕名来

“取经”。
“‘百姓讲、讲百姓、百姓

听’才能把宣传做活。”后大街党
委书记吴民丽说，社区打算把这
首打油诗改编成小品，搬上文化
舞台，让好的经验做法“流行”
起来。

“阿拉广大党员干部，要对照
学；严守规律，把牢底线；要维
护换届工作风清气正；要靠硬！”
前阵子社区换届选举期间，顺隆
社区“金凤凰”党支部党员自编

的“三句半”以及情景剧红遍辖
区，生动形象的情节设计、惟妙
惟肖的语言表现让“九严禁”“十
不准”等换届纪律家喻户晓，营
造风清气正的换届选举环境。

街 道 相 关 负 责 人 说 ， 换 个
“文艺范”方式来讲，效果就会好
很多，还能发挥辖区文化爱好者
的特长，孕育一批群众喜闻乐见
的作品，让政策宣教“接地气”、
有“温度”，传播更广泛。

据悉，目前招宝山街道围绕
文明城市创建、“五水共治”、民
生服务等主题，创作了小品 《停
车难》《请娘舅吃饭》、舞蹈 《鱼
跃海天》、诗朗诵《招宝山的第一
缕春光》、手绘本《乐在其中》等
一批取材于实际工作、生活、引
发老百姓共鸣的宣讲作品，并通
过“招宝大舞台”、“招宝大讲
堂”、楼道会议等载体广为流传，
收获群众满满点赞。

居民原创“演活”身边故事
招宝山“文艺范”宣教入耳入心

本报讯 （记者徐欣 通讯员
徐华良 王礼中）“这是一次学
习的好机会。今天我送了精心
炒制的弥勒白茶前来参评，争
取夺得好名次。”日前，奉化区
举行的第四届“奉茶杯”茶叶
擂台赛上，奉化一茗茶场场长
王坚强笑着告诉记者，每届名
茶评比他带茶样参加，从不敢
马虎。

此次擂台赛由奉化区茶文化
促进会、区农林局主办，奉化区
雪窦山茶叶专业合作社承办，吸

引了来自奉化各地的 18位制茶高
手 33只茶样参赛。国家著名评茶
专家、浙江大学教授龚淑英，原
浙江省茶叶学会理事长毛祖法研
究员，宁波市林业局副局长林宇
皓等专家组成的茶叶评审组，通
过对奉化曲毫和弥勒白茶的外
形、汤色、香气、滋味和叶底分
别进行严格打分。通过五个环节
的评比和打分，最终峰景湾茶场
选送的奉化曲毫夺得曲毫组一等
奖，奉化一茗茶场夺得弥勒白茶
组一等奖。

18位制茶高手奉化打擂

本报讯 （通 讯 员 张梦薇）
在世界知识产权日前夕，中建
八局宁波商会项目部组织全体
员工开展了以“夯实商业秘密
管理基础，提升核心技术保护
意识”为主题的普法宣传系列
活动。

这次系列活动内容丰富，形
式多样，除了组织员工观看普法
宣传片外，还举行普法知识竞

赛，通过分组比赛答题的方式对
全体员工进行普法宣传教育。

据悉，该项目部每年以不同
形式开展系列宣传活动，不仅
让管理人员深入了解和掌握维护
知识产权的方式方法，也让一线
员工通过学习强化了知识产权保
护意识和能力。今年他们还将组
织员工学习合同法、建筑法等相
关法律。

中建八局宁波商会项目部
组织全体员工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