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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周琼 通讯员任
社） 记者从市人力社保局获悉，

《浙江省工伤保险条例》（以下简称
新条例）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在全省
范围内实施。新条例扩大了覆盖范
围，并进一步规范了工伤认定范
围，对突发疾病、生活生理需要、
组织活动等情形进行了分类处理，
工伤保险工作进一步制度化、规范
化。

据了解，新条例扩大了工伤保
险适应范围，实现了工伤保险制度
对所有职业人群的全覆盖。同时，

新条例中，强化了工伤预防和工伤
康复工作。记者注意到，在新条例
中提出了建立省级调剂制度，调剂
全省的市、县两级工伤保险基金收
支缺口，进一步发挥工伤保险基金
统筹共济的功能，营造均衡的经济
发展环境。

同时，记者注意到，新条例还
通过相关举措，满足了现阶段困扰
用人单位实时参保多头参保的需
求。对于群众普遍关心的工伤认定
范围，新条例也进一步加以规范，
对突发疾病、生活生理需要、组织

活动等情形进行了分类处理，规定
职工在工作时间和驾驶公共交通工
具等特殊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后因
岗位特殊导致救治延误病情加重，
经抢救无效死亡或者抢救后完全丧
失劳动能力的，视为工作原因，可按
工伤处理，这就适当延伸了工伤保
险的保障范围。此外，新条例还规
范了各地把握职工在就餐、疗休养
等过程中受伤，能不能认定工伤的
统一尺度，在保障职工权益同时，
维护了工伤保险制度的公平性。

新条例还明确了多项工伤保险

待遇标准，细化了相关待遇长期保
障规定，并调整了工伤待遇发放方
式。

记者了解到，我市的工伤保险
制度建立于 1998 年，截至 2017 年
11 月底，全市参加工伤保险单位
达 到 17.7 万 家 ， 参 保 人 数 达 到
327.3 万人，当年度享受工伤待遇
人数2.9万，支出工伤保险资金8.3
亿元，充分发挥了工伤保险在保障
职工工伤权益、分散用人单位工伤
风险、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的
重要作用。

《浙江省工伤保险条例》本月实施
工伤认定范围更规范

本报讯（记者董娜 通讯员白
丹鸿 李涵） 近日，宁波机场海
关、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机场办
事处人员从一名进境旅客的行李中
截获了海洋濒危物种砗磲 19 个。
据悉，这是宁波空港口岸首次截获
砗磲。

据宁波海关工作人员介绍，
当日开箱检查后，涉事旅客行李
中 包 裹 着 20 余 个 大 小 不 一 的 贝
壳，部分贝壳上还有泥土沙砾，
其中长近二十厘米的贝壳尤为瞩
目。该旅客称这些贝壳是他在巴
西出海时从海边捡到的，准备带
回国内收藏。经实验室鉴定，这
批贝壳中包含 7 个砗磲，8 个巨砗
磲，4个鳞砗磲，其余为其他属种
贝类。目前，工作人员已按规定
将上述物品扣留。

据悉，砗磲是海洋中最大的珍
稀双壳贝类，被称为“贝王”，是
制作珠宝饰品的绝佳原材料。我国
将砗磲列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图为工作人员仔细检查砗磲。
（白丹鸿 董娜 摄）

宁波空港口岸首次截获濒危物种砗磲

本报讯（通讯员龚静 记者吴
向正） 昨天，鄞州区红色力量慈善
义工分队组织了 110名队员专门赴
上海义务献血，共献出 144份成分
血，以爱心奉献的方式庆贺新年的
到来。这是“红色力量”连续第
12次组织义工赴上海机采血小板。

据 介 绍 ， 2006 年 ，“ 红 色 力
量”义工队伍发起人郑世明在上海
出差，偶然得知上海的血源非常紧
张，急需爱心人士的援助。于是，

已经在甬持续无偿献血近 8年的郑
世明于当年 8 月 28 日，首次组织

“红色力量”的 10名队员赴上海血
液中心无偿献血。此后，“红色力
量”与上海的“红色之约”就不曾中
断，每年的元旦、劳动节、国庆节等，

“红色力量”均会组织队员前往上海
献血。他们往往天还未亮就从宁波
出发，自带干粮、自租车辆，下午
机采完毕就返回宁波。人数最多的
一次共有 176名队员参加，租用了

三辆大巴车赴上海献血。
宁波慈善义工的爱心感动了上

海血液中心的工作人员。“这是唯
一到上海献血的外地民间志愿团
队。”上海血液中心采供血部有关
负责人指着献血大厅里“沪甬两地
情、血脉一家亲”的横幅说。

鄞州区红色力量慈善义工分队
成立于 2009 年，其前身为成立于
2005 年的“红色力量”无偿献血
队服务队，现有成员数百人。这支

由企业主、个体户、泥瓦匠、保
安、医生、护工等各行各业的好心
人组成的义工团队，经常在宁波、
上海、江苏奉献他们的热情与鲜
血。近年来，随着队员工作生活的
变动，他们把“红色力量”的品牌
带到了甘肃、陕西……数年间，这
群平凡的好人一起无偿献血、一起
结对助学、一起帮助困难的老人、
一起站在救死扶伤的前沿，把大爱
无私地奉献给社会。

鄞州红色力量慈善义工分队赴沪献血
110名义工献出144份成分血

本报讯（记者王珏 通讯员吴
培均） 清晨，漫步在澥浦大河边，
抬头绿树成荫，低头碧波清清；傍
晚，落日余晖映在雕花门窗间，落
于厚重青砖地上，每一眼瞭望都充
满欣喜……清雅的小镇风光与秀丽
的自然景色交织，绘出澥浦古镇一
幅诗意闲居的图景。

开展小城镇综合整治工作以
来，澥浦镇组建规划设计引领、卫
生乡镇创建、“道乱占”治理等 6
个专业组，努力建设“美丽新澥
浦”。改造后的汇源路平整通畅，
灰头土脸的旧房披上“新衣”，
澥浦大河两侧绿化景观提升后成为
一道亮丽风景线……2017 年，澥
浦镇总投资 2.45 亿元的 18 个整治
项目被列入省级项目库，目前 14
个项目已完工，“美丽效应”日益
显现。

在综合整治中，该镇非常注重
保留古镇的明清风貌和水乡韵味。

郑氏十七房是目前国内保存规模最
大、最完整的明清风格的古建筑
群，也是澥浦镇全域整治的重要支
点。该镇对十七房一期 18000多平
方米古建筑进行保护性修缮，并对
具有历史价值、文化内涵的建筑、
院落、水系、巷弄等历史文化遗存
进行严格的保护和利用。以综合整
治为基础，涵盖农耕文化园、青少
年活动中心等项目的二期配套工程
也即将进场施工。项目建成后，观
光游览线路将从现有的景区一直延
伸到周边的村落、庭院。

古镇“颜值”的提升，成为民

俗文化生机勃勃的“土壤”，“形”
的风姿绰约和“神”的生生不息，
相得益彰。在深入推进小城镇建设
和发展的过程中，澥浦镇致力于民
俗文化的传承，打造“冬至文化
节”为特色的品牌民俗节庆，打造
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乡愁老家”。

近日，澥浦镇第八届冬至文化
节盛大举行。在民俗文化大巡游
上，“澥浦船鼓”“澥浦农民画”等
非遗项目惊艳亮相，抬阁、跑马
灯、踩高跷等表演生动展示了地方
文化特色。特别是今年冬至文化节
还复兴了传统庙会，在郑氏十七房
里，人们同食节日美食大头菜烤年
糕，兴致勃勃观赏丰富多彩的传统
民俗展。“围绕特色打‘文化牌’，
民俗文化历史传统得到继承和发
扬，展现古镇厚重魅力的同时，也
为未来小城镇的发展注入了无穷的
动力。”澥浦镇政府相关负责人说。

镇海澥浦：

小城镇综合整治让传统民俗文化焕发新姿

本报讯 （记者余建文 通讯
员贾默林） 记者从镇海区相关部
门获悉，国家民委近日公布第五
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区

（单位） 名单，镇海区蛟川街道的
俞范社区榜上有名，又添一份沉
甸甸的“国字号”荣誉。

这次全国有 198 家单位被国
家民委命名为第五批“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区 （单位） ”，
浙江省有 6 家，俞范社区是全市
唯一的一家。

俞范社区是蛟川北片最大的
城郊型复合社区。针对辖区内企业
多，外来人口多、少数民族聚居的
状况，多年来，俞范社区以“融
合、互尊、同心、共赢”为主
题，以建设“社区大家庭”和

“民族大家园”为目标，探索社区
民族团结创建工作新思路。社区
通过设立民族工作委员会和少数
民族工作室、联系点，开启“社
区少数民族电话服务热线”等措
施，广泛开展民族政策、民族团
结和道德法制宣传教育。社区建
成镇海区首家社区民族文化馆，
成为民族工作的特色宣传窗口和
教育基地。社区组织青苹文化讲
堂、民族艺术团、麦苗亲子社等
公益组织开展系列民族文化传
承、爱心集市等活动，举办了七
届“邻里节”，营造讲爱、和谐的
社区氛围，先后获得全国第三批
优秀学习型社区、市文明单位、
市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等荣誉
称号。

镇海俞范社区
喜获“国字号”荣誉
被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单位

本报讯 （记 者徐欣 通 讯
员邵家艳 张彩娜） 日前，在治
超小组的顽强奋战和不懈努力
下，江北区“百日治超”联合专
项整治行动圆满落下帷幕。100
天来，路政工作人员利用中午、
晚上等非工作时段开展流动检
查，并借力“互联网+治超”非
现场执法手段，同时落实货源企
业责任倒查制度，重点检查、约
谈建设公司、混凝土生产运输企
业等，超限超载运输行为得到有
效遏制。

专项行动期间，江北区共出
动执法人员 698 人次，检查车辆
2650 辆，查处超载车辆 190 辆，
利用非现场执法检测系统处理案
件 190 起，罚款金额 386350 元，
检查源头企业19家。

在江北，不少道路存在着路
面坑洼、路基破碎等问题，“路面
损坏一方面有道路老化的因素，

但超限超载车辆是直接损坏公路
的‘罪魁祸首’。”江北区公路管
理段有关负责人介绍。为有效打
击和遏制超限超载运输行为，江
北区住建局 （交通运输局） 专门
成立了联合治超治限办公室，开
展全区车辆超限超载百日专项整
治行动。自“百日治超”行动开
展以来，由路政、运政、特勤、
交警组成的联合执法队伍，在全区
不同路段设立检查站，尤其以保国
寺高速出入口、S319 省道、江北连
接线等作为重要点段，重点整治车
辆“三超两无”(超限、超载、超
速、无牌、无证)及改装、拼装、
闯灯越线、乱停乱靠、闯岗拒
检、暴力抗法等违法违规行为。

“通过近百天的集中整治，道
路运输秩序得到进一步规范。在今
后的治超工作中，我们将继续加大
监管力度，形成长效监管机制。”
江北区公路管理段负责人说。

江北“百日治超”
有效遏制超限超载运输
专项行动查处超载超限车辆190辆

本报讯 （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柴晓晓 王绍其） 清淤泵发出
低沉轰鸣声，高压水枪射出的水柱
冲向黑泥，转瞬被排水管抽走……
连日来，北仑戚家山街道蔚斗社
区小浃江清淤施工现场很是繁
忙，工人手持高压水枪，冲刷着
紧贴在河底的黑泥。

小 浃 江 是 北 仑 的 “ 母 亲
河”。戚家山街道农办主任梅锡宏
介绍，小浃江蔚斗段因为河道弯
曲，河底淤泥较厚，日积月累产
生阻水作用，影响到河道的排

涝，也严重影响水质。11 月中
旬，该街道启动清淤工程，总投
资约196万元，清淤总量将超过3
万立方米。经过一个多月的施
工，现已完成总量的三分之一，
预计春节前完工。

据介绍，2017 年以来，戚家山
街道对小浃江两岸实施截污纳管
改造工程，完工后可以完全杜绝生
活污水通过雨污混排口入河；同时
通过水岸共治、“三改一拆”和江心
公园建设，提升了小浃江两岸景
观，“母亲河”有望越来越美。

北仑为“母亲河”小浃江清淤

图为小浃江清淤工程施工现场。 （俞继业 厉晓杭 摄）

本报讯 （海曙记者站续大治
通讯员孙勇 记者陈朝霞） 红色李
岙、宜居山下、慈孝大路、人文桓
村……走在海曙区龙观乡的文明示
范线上，一股清新之风扑面而来。
近日，海曙区“清新乡居”文明示
范线正式开线。

据介绍，“清新乡居”文明示范
线位于四明山的东入口龙观乡，全
长约6公里，沿线串联的4个行政村
依山傍水，生态环境优美，其中有全

市第三批“最洁美村庄”的李岙村、
民主法治建设走在前列的山下村、
慈孝文化底蕴深厚的大路村与传承
非遗文化的桓村，形成宜居宜游、内
涵丰富，文化引领、文明厚重的乡村
文明综合体，呈现“景美、人美、生活
美”的农村新风貌。

海曙区委主要负责人表示，文
明示范线是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

“提升城乡品质、建设美丽宁波”
的重要举措，建设的主要目标，是

把一定区域内主要道路两旁，地域
相邻、文化相近、生态相似、经济
相融的村镇连接起来，融入文化、
文明、生态、产业、旅游等要素，
连点成线、以线带面，形成集聚效
应，让沿线村镇环境更加洁美、生
态更加优美、生活更加甜美、乡风
更加和美，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由“盆景”变成“风景”。

今年以来，海曙区着眼沿线村
落的生态资源优势，全力推进以

“清新乡居”为主题的文明示范线
建设。龙观乡党委政府作为具体实
施单位，进一步挖掘了红色、宜
居、慈孝、人文等元素，为“清新
乡居”再增色彩。“创建以红色李
岙、宜居山下、慈孝大路、人文桓
村为主的清新乡居文明示范线，线
内结合已有的人文资源如桂花观光
园、文化礼堂、双节坊等 12 处景
观，并通过沿线设置 200 余杆道旗
等方式连点串线提升打造，突出文
明元素，彰显文化魅力，着力提升村
民文明素质与村庄文明程度。”龙观
乡相关负责人说，经过全面提升，目
前整条线路既一气呵成，又能展示
特色，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海曙打造“清新乡居”首条文明示范线

【紧接第１版】同样，传统蔺草加
工企业“开诚”转型餐厨垃圾处
理的脚步也在继续，公司计划年
内筹建中国餐厨垃圾装备制造基
地，推行从源头分类到收运处置
一体化的模式。

重 点 培 育 的 龙 头 产 业 更 是
“长势喜人”。去年，海曙区服装
制造业被列为全省传统制造业改
造提升试点，时尚纺织服装产业
获评全国产业集群区域品牌建设
试点。以此为契机，全区引导重点
纺织服装企业提升创新能力，建设
全省纺织服装制造业改造提升样
板区和先行区。“去年 7月，总投入
1200 万元的智能工厂项目启动。

新年第一天，2018 年度的投资预
算也正式敲定。”宁波旦可韵服饰
有限公司负责人陆旦丹表示，“按
照进度，首条智能成产流水线今年
8 月就能开通，届时，定制一件羊
绒衫最快只需8小时。”

去年1到11月，海曙区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9%，完
成工业投资62.98亿元。今年，海
曙将立足制造端，全面为辖区年
产值 2000万元以上有需求的工业
企业免费提供技术改造诊断服
务，让“机器换人”“两化融合”
为区域工业经济高新化、智能
化、服务化、绿色化发展提供新
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