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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俞永均 通讯员
蒋慧） 记者昨日从鄞州区市场监管
局获悉，经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批准，该区推荐申报的航运交易服
务被立项为 2017 年度国家级服务
业 标 准 化 试 点 。 据 悉 ， 这 是 继
81890、浙江塑料城网上交易市场
后，我市第三个国家级服务业标准
化试点项目。

据介绍，航运交易服务项目以
宁波市航运交易所有限公司为载

体，在船舶在线竞拍、境内海运费
美元在线支付、口岸中介服务企业
信用评价、供应链融资产品风险管
理、大数据中心管理等领域，制定
实施具有行业特色的新规范，带动
相关航运企业积极贯彻实施具有行
业特色的标准化体系，进一步提高
航运服务品质和市场竞争力，规范
和促进航运市场的健康发展。

81890 承担的社区家政服务业
标准化项目，是我市首个国家级服

务业标准化试点项目。该项目围绕
“灵”字，强调标准化、精细化、
规范化管理，市民求助事项办结率
达 100% ， 服 务 满 意 率 99.87% 。
81890 服务模式得到商务部的肯
定，5项标准上升为商务部行业标
准，目前已在全国 200多个城市推
广应用。

去年 4月，由浙江塑料城网上
交易市场承担的电子商务服务业标
准化试点项目顺利通过验收，成为

全国电子商务领域首家通过验收
的 国 家 级 服 务 业 标 准 化 试 点 项
目。该项目针对塑料市场和电子
商务的特点，以验货、交易、支
付、售后服务为主线，建立了 194
项塑料城网上交易标准体系。试
点项目建设期间，浙江塑料城网
上交易市场新增交易客户 600 余
家，市场内 80%的生产和贸易企
业参与网上交易，成交量和成交
额增幅均在 20%以上。

航运交易服务有望成为“国标”
目前全市有三个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项目

本报讯 （记者陈章升 通讯
员胡格格 孙佳韵） 这两天，位于
慈溪市新浦镇的浙江人和光伏科技
有限公司厂房屋顶上的光伏板在太
阳照射下熠熠生辉。目前，这家公
司内光伏板的总面积超过 1.2 万平
方米，已并入国家电网开始发电，
每个月除了能为公司节省不少成本
外，还推广了绿色能源应用，助力

该镇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让一个个洁净小镇、活力小

镇、风情小镇镶嵌在慈溪大地，与
美丽城市、美丽乡村交相辉映是该
市小城镇综合整治的奋斗目标。由
于资金紧张问题，寻求社会资本参
与小城镇建设，成了既解燃眉之急
又行之有效的办法。

如今，在“政府主导、社会参

与、市场化运作”的模式下，慈溪
市涌现了一批积极投身小城镇环境
综合整治的企业。掌起镇小五金企
业响应该镇“低小散”治理的号
召，由企业主自发购买厂房，搬入
了统一排污、回收废弃物的五金模
具创新中心；新浦镇的康尔绿色用
品有限公司拆除旧厂房，将其改造
成为众创空间，招商入驻了电商企
业、生鲜超市、咖啡馆等，在为本
地企业提供工业产品展示中心的同
时，也为附近居民增添了休闲娱乐
的好去处。

为提升城镇“颜值”，周巷镇

的浙江长华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投
资 300多万元，对其沿街商务楼和
64 个店铺进行立面改造；为改善

“道乱占”“车乱开”现象，周巷香
苑大酒店投入 50 多万元，新建 60
多个停车位的停车场。“不少企业
从自身做起，积极参与改造发展，
整治效果佳、社会影响好，成为小
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的中坚力量。”
周巷镇城建办相关负责人说。

截至目前，参与慈溪小城镇环
境综合整治的企业有上百家，他们
为美化城镇环境因地制宜开展了一
系列整治行动。

创新整治模式 引入企业投资

慈溪百余企业参与建设美丽城镇

本报讯（记者龚哲明 通讯
员石丹琦 潘宇璐） 大龄青年婚
恋难题如何破？昨日，9名宁波
市、鄞州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参加 2018 年首场“共青团与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活动，
与 8名团干部、各界青年代表畅
谈商讨对策。

现代社会，婚恋交友等问题
逐渐成为大家最为关心，也最迫
切需要解决的实际困难，尤其是
那些被“剩”下的男男女女，个
中滋味只有自己知道。“年轻人
排斥传统相亲、忽略感情培养是
当前最大的婚恋障碍。”城投公
司青年代表陈力文说出了大龄青
年婚恋难题的“症结”，引起了
与会青年代表的共鸣。

在本次活动前，鄞州团区委

成立专项课题组，对鄞州区青年婚
恋交友状况进行调查与解析。调研
报告建议，针对目前青年人找不
上对象、找错对象、离婚率高等
突 出 社 会 问 题 ， 提 高 青 年 人 的

“婚商”迫在眉睫，全社会应该为
婚姻家庭“补课”。同时，各级团
组织在策划交友活动时应积极吸
取社会组织的创意，切忌给目标
人群贴上诸如“婚恋困难”“交友
困难”等负面标签，帮助广大适龄
青年减少顾虑，积极主动参与婚恋
交友活动。

活动中，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详细了解大龄青年婚恋难的现状，
表示将以代表建议、委员提案形式
反映这一社会问题，争取引起有关
部门的关注、重视，共同谋划破解
青年遇到的实际难题。

大龄青年婚恋难受关注
共青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共商议

本报讯（通讯员张落雁 见
习记者孙佳丽）“废品收购点蚊
蝇乱飞，异味很大，住在周围的
人大都绕着走，即使冬天路过，
也臭味难忍。”家住江北赵家村
的李女士一提起附近的废品收购
点就皱眉。近日，江北区市场监
管局联合城管和村委会，对赵家
村的“破烂王”进行联合执法。

自去年 12 月起，江北区就
打响了“治隐患、保平安、促转
型”集中攻坚战，“破烂王”整
治是 11 项专项整治行动之一。
由于一般的废品收购点随意搭建
在农田里，除占有耕地外，还容
易造成环境脏乱差，对居民生活
造成不小的安全隐患，已成为城

市发展的“绊脚石”。
“此次联合整治活动标准高、

任务重、要求严，先取缔一批污染
环境、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废品收
购点，同时整顿一批有证照但不
规范经营的废品收购点，进一步
规范废品回收市场秩序，消除安
全隐患。”江北区市场监管局相关
负责人说。截至目前，该区已上
报 废 品 回 收 点 460 家 ， 取 缔 12
家，列入整治取缔第一批单位的
有 72 家 。 为 防 止 取 缔 后 “ 返
潮”，江北区还从每个村、街道

（镇） 划出一定的区域作为废品回
收点，允许符合环保、安监、消防
等要求并取得废旧物资经营许可的
经营户入驻。

江北整治规范废品收购点

本报讯（通讯员秦羽 见习
记者孙佳丽） 日前，浙江省首个
社区安全宣教体验馆——宁波国
家高新区 （新材料科技城） 社区
安全宣教体验馆正式投入运营，
免费向公众开放。

该宣教体验馆由主题宣教
区、3D游戏区、VR体验区、风
险警示区、自助阅读区等组成，
社区居民将通过游戏互动的形式
学习居家安全知识和突发事件应

急处置常识。体验馆还将安全知识
与多种创新科技相结合，融知识
性、直观性、趣味性、互动性、操
作性于一体，是一个常态化、动态
化的安全宣教系统。值得一提的
是，各主题区内容均可通过互联
网、云平台的系统实现实时更新。

目前，社区安全宣教体验馆暂
位于高新区皇冠花园小区一期，社
区居民可通过与广贤社区提前预约
进入馆内开展活动和体验。

全省首个社区安全宣教
体验馆免费向公众开放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通讯
员胡凯） 近日，象山“污水零直
排区”创建工作迎来市“五水共
治”办检查验收。定塘镇、泗洲
头镇、晓塘乡、黄避岙乡、宁波影
视文化产业区管委会、经济开发
区，成为该县首批成功创建“污
水零直排区”的乡镇 （单位）。

验收组一行深入实地查看了
6 个乡镇 （单位） 的管网建设、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和畜禽养殖整
治等情况，并对象山“污水零直
排区”的创建工作表示肯定。

象山将创建“污水零直排
区”作为深入推进“五水共治”
的龙头工程，集中推进项目建
设，目前全县生活污水日处理能

力达 14 万吨，工业污水日处理能
力达 7.5 万吨；累计完成 449 个村
的生活污水处理项目建设，覆盖率
达 95%；对全县 17 家电镀企业、
65家印花企业、3万余亩海淡水养
殖塘、244家汽车维修企业、56所
中小学和幼儿园、9家医疗卫生单
位以及城区 4个主要菜市场，进行
了污染源专项整治。

据了解，2017 年象山已完成
“污水零直排区”创建项目建设 102
个，累计投入 5.1 亿元；全面完成入
河排污口和入海排污口整治，累计
投入 1.61 亿元；全县水环境质量进
一步提升，市控饮用水源地水质达
标率、市控地表水功能区达标率、交
接断面水质达标率均为100%。

象山首批6个乡镇（单位）
完成“污水零直排区”创建

本报讯 （记者余建文 通讯
员刘御芳） 每天一上班，象山县石
浦镇对面山村的徐林习惯打开手机
上的渔船安全监管软件，输入船
号，渔船的实时位置和行驶轨迹一
览无遗，“有了这个‘宝贝’，我就
能随时察看所联系的十来条渔船状
况，包括船只一周内的航迹，‘定
人联船’真正实现不断档。”

把监察渔船动态的“眼睛”，
从监管平台延伸到一线管理员的手
机上，是市海洋与渔业局科技攻关
取得的一项新成果。该局渔政渔监
处负责人林建国说，秋冬作业旺
季，利用“掌上导航仪”，海上
3000 余 条 作 业 船 只 的 分 布 状 况

“看”得更清楚，一旦某条船信号
消失，系统会即时报警，以便渔政
部门和乡镇的联船责任人第一时间
发现、处置。据悉，该项技术已覆
盖到全市 1860 余条帆张网、蟹笼
网作业渔船、渔运船以及拖网作业
渔船。浙象渔 20003号船老大罗帮
仁说，“我们出海打鱼时，岸上家
人用手机察看船只动态，好比在时
刻提醒注意安全生产，倍感温暖。”

出海捕鱼，与风浪搏击，一直
是个高危职业。怎样尽可能地消除
潜在隐患，给渔民更多安全感？市
海洋与渔业局在大力做好船检、船
员培训，加快旧船淘汰等渔船安全
监管“规定动作”外，还积极引入

互联网技术和先进技术，研发实用
性强的安全新装备，提高渔船动态
监管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织密渔
船安全保障“网”。

去年夏天，该局组织研发成功
全国首个可离浮式北斗船载终端，
并取得了国家渔船检验部门核发的
认可证书，目前已在 40 条渔船上
安装使用。据了解，该套装置装在
驾驶室顶上，与北斗终端相连，其
自带的电池使用寿命长达 5年。一
旦船只遭遇意外沉没，装置会自动
弹出，随波漂流，并持续发出求救
信号，“救援沉船和船员，确定方
位最为关键。有了该装置，对失事
船只精准定位，再不会出现失联情

况，对开展及时、准确施救帮助极
大。”市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乐舜
卿说，目前这套新装备已完成政府
采购，将安装到全市 700余艘渔船
上，实现安全升级。

外海大船“全副武装”，内港
小船的防护也不含糊。在奉化莼湖
翡翠湾海洋公园，50多条休闲渔船
全部装备 AIS 系统（船舶自动识别
系统），有效范围达 60海里，船上还
装有监控，岸上基站管理员可以实
时监控船只动向，保障游客安全出
海。截至目前，北斗等安全监控系
统已覆盖全市 4900 多条渔船，基
本实现对渔船全天候、全方位实时
监控，为渔民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手机察看船只轨迹 遇险自动报警定位

科技卫士为五千渔船“站岗放哨”

本报讯（记者徐欣 通讯员叶
鑫瑶 毛静淼） 日前，江北工业区
借小区雨污改造之机，一并落实了
餐饮油烟管道改造，彻底消除餐饮
店油烟扰民难题。

“以往每次到了饭点，即便是
门窗紧闭，楼下餐馆的油烟味还是
能窜进家里，楼上的居民苦不堪
言。最近园区对楼下的餐饮店油烟
管道重新改造以后，感觉比之前好

多了。”家住盛世又一村某餐饮店
楼上的李女士说。

在前期排摸调研、设计方案的
基础上，江北工业区于去年 11 月
底开始实施针对园区内小区沿街餐

饮店油烟零直排改造工程。“考虑
到沿街店铺经营的不确定性，今天
卖衣服的有可能明天就变成开面馆
的了，所以这次我们对所有店铺实
施了油烟零直排改造。”工业区管
委会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据统计，
此次改造涉及盛世嘉苑、盛世又一
村、乐筑良品小区共 310 家店铺，
改造油烟管道长度 720余米，投入
改 造 费 用 50 余 万 元 ， 现 已 完 成
70%的工程量。此外，整治店招
375 米，为各家沿街店面统一安装
雨棚工作也在逐一落实中，目前已
完成总量的60%。

江北借雨污分流破解餐饮店扰民难题

老小区油烟零直排改造解民忧

前天下午，“美好生活 魅力
非遗”元旦迎新展示展演活动在鄞
州区非遗馆举行，丰富多彩的非遗
技艺展示、互动体验、戏曲曲艺展
演，营造了喜庆祥和的气氛。图为
戏曲专场演出现场。

（胡龙召 陈科峰 摄）

非遗馆里
闹盈盈

象山县国税局自主设计的智能查询系统近日在丹城分局办税服务厅
全新上线。据悉，该系统将政策查询、执法公示、办税服务、税收宣传
等功能一机集成，通过触摸、扫码便能全面了解涉税信息及最新动态。

（周科 徐能 摄）

阳光税务 指尖到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