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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周琼 通讯员任
社）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昨日
发布消息，我市从 2017年 1月 1日
起提高退休 （职） 人员基本养老
金，并争取在 7月底发放到位。据
悉，这一政策将惠及我市 105万企
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

本次养老金调整具体分为三部
分：第一部分，按每人每月 45 元

标准增加；第二部分，将根据退休
（职） 人员本人缴费年限 （含视同
缴费年限，不满 1 年按 1 年计算）
长短确定月调整标准。具体为：缴
费年限 15 年及以下的部分，缴费
年限每满 1年，月基本养老金增加
1.5 元；缴费年限 15 年以上的部
分，缴费年限每满 1年，月基本养
老金增加 3.5 元。月基本养老金增

加额不足 15 元的，补足到 15 元；
第三部分，按退休 （职） 人员本人
本次调整前月基本养老金 （不含社
区综合补贴） 的 1.86%计算月基本
养老金增加额。

在普遍调整养老金的基础上，
我市还对高龄退休人员再适当增发
基 本 养 老 金 ， 即 ： 男 年 满 70 周
岁、女年满 65 周岁及以上且不满

80 周岁的退休人员，每人每月增
发 30 元；年满 80 周岁及以上的退
休人员，每人每月增发60元。

社保部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近年来我市的养老金调整采取固定
额普遍增加和挂钩增加相结合的办
法，既较好地贯彻了公平普惠的原
则要求，也体现了参保缴费激励导
向。

退休人员养老金再次提高
惠及我市105万人，本月底有望发放到位

本报讯（记者王岚） 从绍兴、
嘉兴、宁波，到台州、舟山，本月
14 日至 23 日的 10 天时间里，由浙

东五市主要媒体组成的近 20 人的
“美丽浙东·全域旅游惠民生”采
访团头顶烈日，长途驱车，相继来
到五市，探景区、访海岛、进湿
地、入民宿，将所见所闻用图文并
茂的形式为读者勾勒出一幅幅“美
丽浙东”新图景，更描绘出了超越
城市边界、更大范围的全域旅游及
旅游惠民产业大发展的新篇章。

浙东经济合作区是地域相连的

宁波、绍兴、舟山、台州、嘉兴五
市，遵循平等互利原则，自愿组合
的跨地区、开放型的区域经济合作
组织，也是全国最早成立的区域合
作组织之一。浙东经济合作区市长
联席会议下设交通、金融、外经贸
等 14 个专业组，旅游专业组由绍
兴市旅游局为牵头单位。

专业组成立以来，各市旅游联
动力度不断加大，联手推出了“唐

诗之路”“浙东山水风景游”“宗教
朝觐游”“历史文化名城游”“名士
故里游”“新天仙配游”“海岛风情
游”等黄金线路，制订了“浙东经
济合作区旅游合作发展规划”，编
辑了《甬绍舟台浙东风情游》大型
宣传画册，积极参与西部地区的旅
游开发等。

近年来，旅游专业组还积极推
出智慧旅游、乡村旅游、民宿休闲
旅游、中东欧旅游等，并以旅游投
资洽谈会和各市的美食节等为平
台，在资源共享、客源互送、合作
共赢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这次大型巡回采访活动，扩
大了浙东旅游的知名度，是把浙江
建设成一个大景区的一项具体实践
行动。”浙东办主任潘萍表示。

联手做大“全域旅游”文章
2017“美丽浙东·全域旅游惠民生”联合采访圆满落幕

本报讯（记者王博 通讯员陈
俊勇 陈超逸） 鄞州区福明街道
波波城小区内的下张河原本规划
用于美化小区环境，但多年后河
水变得浑浊，偶尔还散发异味。
社区网格长发现后，主动向对口
的基层河长反映，最终在多方协
调下，给小区添设了一台生物酶

生化处理器，使下张河的水质得
到有效改善。

今年以来，我市把治水护水工
作融入基层社会网格化管理，在原
先河长治水、保洁员护水的基础
上，增加网格员管水，将基层网格
员、河长、河道保洁员三股力量有
机整合，共同担负起区域流域治水
管水的重大责任。

“保洁员当前哨，发现问题及
时报告；网格员当触角，查找原因
提出对策；河长负总责，协调落实
并兜底解决。”市治水办相关负责
人说，织密三张网络，让基层河

长、河道保洁员和社区网格员充分
发挥各自优势，确保实现剿劣管理
水域全覆盖和责任全压实。

第一张是基层河长网络。我市
对 7515 条河道、4606 个小微水体
全部配备河长，并明确其职责任务
和目标要求。确保每条河道、每个
水体都有人管，有人负责。第二张
是河道保洁员网络。按照“分级负
责、全水域覆盖”的原则，分别由
市、县、乡、村四级主管部门落实
或承担相应河道、水体的保洁责
任。目前，全市配备了乡镇级及以
上河道专职保洁员 1万余名。第三

张是社会综合治理网络。按照城市
社区、农村村落、工业园区、商业
街区等特定区域，将全市划分为
12174 个网格，实现全域覆盖、无
缝衔接。每个网格配备一名网格
长、一名网格指导员、若干名网格
员，目前全市网格员队伍已超过 5
万名。

如今，在“三张网”的通力配
合下，剿劣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
截至 6月底，全市河道保洁员和网
格员累计上报涉水问题 25314 条，
已办结 25138条，其中经基层河长
协调解决的占6.69%。

河长、保洁员、网格员“三网融合”

“三张网”编织覆盖全市的治水体系

昨天上午，微型时装秀、流行
金曲、新疆舞、跆拳道……在曙光
中学初一 （17） 班师生见面会上，
学生们表演的节目让教室充满了欢
乐的气氛。作为我市报到新生最多
的初中，当天是该校今年 22 个班
级 1025 名新生相互间的第一次见
面，在班主任老师的精心策划下，
新生们纷纷展示自己的特长，以独
特的方式让老师和同学们尽快认识
自己。

（严龙 范丽娜 摄）

快乐的
师生见面会

龚哲明 张旦旦 王奕丹

毕业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
士大学的 90 后女“海归”王昱
汀选择到社区工作，两年前曾
被媒体报道过。如今，小王俨
然 是 社 区 居 委 会 里 的 “ 熟 练
工”“技术工”，还担任了社区团
支部书记。

新南威尔士大学在最新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居第 48 位，
王昱汀毕业于该校的食品科学专
业。2015 年回国后，她曾在宁
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实习 3 个
月，但就在工作即将转正时，她
应聘了海曙区的社工。“我就喜
欢跟人打交道，跟人聊天。”王
昱汀直言不讳，“选择自己喜欢
的工作是最重要的。”

刚到社区，恰好有位社工即
将分娩，王昱汀接手了她负责的
社区社教、文体工作。那时刚好
是社教文体最忙的时候，光暑假

活动就要策划 7 场。“最痛苦的时
候也是我成长最快的时候。”

到社区工作的第二个月，王昱
汀就创建了清风社区微信公众号，
至今已推送图文信息 200条，包括
社区活动、社区故事等内容，收
到居民的回复留言 3000 余条，其
中也有投诉、咨询等内容。她及
时回复居民留言，形成了居民与
社区之间的线上沟通网络。这也
使社区微信公众号迅速吸粉 2000
余名。除微信公众号外，王昱汀
还创建线上书记信箱、线上开放空
间等交流平台，拓宽与居民交流渠
道。

今年 4月中旬，清风社区居委
会搬入清风大楼，王昱汀接过科普
馆创建任务，在一周内完成了清风
社区万众科普馆打造方案。她设计
的万众科普馆包括中老年养生科普
之家和青少年创客基地，其中养生
科普之家设有健康养生区、红色警
戒区等 5大区域；青少年创客基地
设有物种起源馆、机械风暴馆等 6
个区域。

社区工作之余，王昱汀还积极
参与社区公益事业。一名年轻女

“海归”的社工之路已经向我们徐
徐展开。

王昱汀：
女“海归”的社工之路

本报讯（记者徐展新 实习
生叶瑜鑫 通讯员蔡林婷） 昨
日，我省首个天然海水集中供给
系统进入试运行阶段，今后，来
自舟山海域的天然海水将替代海
水晶制成的人工海水，用于暂养
活海鲜，让宁波市民品尝到更新
鲜、口感更好的东海海鲜。

据悉，路林水产品批发市场
于去年 6月启动天然海水集中供
给系统项目，以专船运输的方式
从舟山海域水深 15 米至 20 米处
取水，运输至路林水产品批发市

场的海水净化处理平台，通过沉
淀、砂滤等物理措施净化处理。海
水专业运输船和海水净化处理平台
上均安装了在线监测仪，全程监督
取水、供水的各个步骤。

为保障天然海水的质量安全，
路林水产批发市场还与市海洋与渔
业研究院、宁波大学协作，根据农
业部《无公害食品海水养殖用水水
质》 的要求，对盐度、溶氧量、
PH值等进行严格规定。

未来，路林水产品批发市场将
加快建设灌装线，将桶装的高品质
天然海水推广至全市各大菜市场、
超市、酒店和宾馆。宁波大学海洋
学院系主任徐善良表示，天然海水
养殖技术的普及，意味着海鲜存活
时间延长、海鲜品质提升，新技术
应用产生的效益足以弥补天然海水
运输费用，为整条产业链的优化升
级提供支持。

天然海水
为市场活海鲜“续命”
我省首个天然海水集中供给系统试运行

本报讯 （记者陈朝霞 海
曙 记 者 站 郑轶文 通 讯 员 王
婷）“过了！太好了！”昨天上
午，海曙区高塘四村危旧房改
造项目 2354 户意愿征询现场开
箱计票结果出炉，2287 户居民
同意，同意率高达 97.15%，跨
过 90%“门槛线”。这一结果让
等在旁边的居民心里的石头落
了地。

上午 9时，记者在高塘四村
危旧房改造西区工作组开箱现场
看到，计票处早已挤满了前来等
待结果的片区居民。在高塘四村
50 平方米房子住了 30 多年的居
民林师傅对这一结果很满意，他
舒了一口气：“这下，我们可以
等着换新房了。”

记者了解到，此前7月10日

开箱的高塘二村 12 弄危旧房改造
地块项目同意率达到 97.93%。“两
个危旧房改造项目的意愿征询均获
高票通过，由此可以看出，居民对
于危旧房改造的愿望十分强烈。”
西门街道现场征收工作相关负责人
说。下一步，海曙区将尽快办理涉
及这些房屋危改征收的相关证明，
制定相关方案，启动片区危改征收
程序。

“西河街危旧房改造项目已完
成集中入户评估，正在做最后的签
约准备工作，计划在下半年启动相
关程序。”海曙区棚改办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加上高塘四村、高塘
二村 12 弄这两个危改项目，下半
年海曙中心城区将有超过 16 万平
方米的住宅房屋启动危改征收程
序。

海曙高塘四村危旧房改造
意愿征询获高票通过

本报讯（记者张昊） 昨天下
午 ， 由 市 网 信 办 指 导 的 2017

“一点资讯”宁波区域政务战略
发布会举行。发布会以“一点+
政务”“驱动+技术”为主题，
探讨新互联网时代政务媒体关系
发展，为宁波移动政务的发展建
言献策。

现场举行了宁波区域政务
一点号入驻签约仪式。宁波地
区政务一点号的代表与“一点
资讯”签署了正式入驻协议，
意味着宁波本地权威政务新媒

体陆续入驻“一点资讯”，“一点
资讯”携手宁波政务新媒体，将
为宁波市民带来更丰富的价值内
容 ， 构 建 更 顺 畅 的 政 务 沟 通 通
路。

在发布会上，“一点资讯·宁
波政务直通车”正式启动。据介
绍，“一点资讯”新增的“政务直
通车”，每天将在本地频道首屏推
荐当日一手的本地政务资讯。此次
宁波政务直通车的开通，将更好地
助力宁波政务的宣传发展，服务广
大市民。

“一点资讯·宁波政务
直通车”启动

本报讯（记者张正伟） 游客服
务中心基本建成、天一阁智享书香
新科技让游玩趣味丛生、“月湖十
景”正等着蓄水后闪亮登场……昨
天下午，记者来到天一阁、月湖，
看到景区的新面貌正逐渐显现出

来。“天一阁·月湖创国家5A景区
需要改进提升的八大类 102个项目
大部分已经完成，剩下的部分正对
照进度表‘月月清’。”天一阁·月湖
景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说，景区正
抓住最后一两个月时间全力“冲
刺”，力争9月份具备整体迎检条件。

天一阁·月湖景区核心面积约
一平方公里，基本把天一阁、月
湖、月湖金汇小镇等景区景点和特
色街区有机联结起来。创建国家

5A 景区将使天一阁·月湖成为全
国独一无二的集博物馆、景区景点
于一体的文化休闲旅游“联合体”。

天一阁·月湖创国家 5A 景区
前年底通过国家旅游局资源与景观
质量评审，被列入全国景区创建预
备名录，开始全面整改提升。今
年，创建工作被写入市政府工作报
告，特别是 6月份被列入全市“大
脚板走一线、小分队破难题”专项
行动重大功能平台项目后，市旅游

局、海曙区政府和其他相关创建单
位组成的小分队树立“一盘棋”思
想，既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又协
同作战、合力攻坚，多次实地调
研、协调、部署，使创建工作在时
间紧、任务重、要求高的情况下稳
步推进。目前，景区已经完成创建
规划编制、游客中心建设、景区视
觉形象设计、游线规划、马衙街综
合管线改造和旅游厕所提升等攻坚
项目。

102个改进提升项目“月月清”
天一阁·月湖创国家5A景区全力“冲刺”

大脚板走一线
小分队破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