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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岚 通讯员朱
彬彬 陈羽） 汛期来临，保持地下
雨污水管畅通对排涝意义重大。市
城管局供排水集团排水公司未雨绸
缪，运用科技手段和信息化技术，
推出了声呐检测仪、“掌上排水
通”等新型应用工具，不断扩充城
市排水系统“装备库”，全力打好
有准备的“防汛战”。

昨天上午，气象路上，市排水
公司管网运营分公司正在运用新装
备声呐检测仪对污水管道进行全面

“体检”。现场，工作人员将一个直
径约 20 厘米、长度约 45 厘米的圆
柱体设备沉入窨井内的污水中并使
其向前“游动”。据悉，该设备可
通过收发声波对管道内的剖面进行
检测，收集的声波信号通过软件分
析后，在后台电脑上可形成实时影
像资料。“白色圆圈，表示的是完
整管道的剖面，如果连续的圆圈出
现断点、缺失，那就表示该剖面的
管壁可能有脱落或破损，而缺失表
示该剖面存在淤积情况，影响管道
过水面积。”现场的技术人员说。

据了解，声呐检测仪最大优势
在于可以在管道满水的情况下开展
检测，这与以往需要无水状态下才
能工作的“CCTV 管道检测机器
人”设备形成了有效互补。目前，
城区污水主干线运行水位高、管道
铺设深、井口面积小，难以实施视
频化检测，运用声呐检测仪可以在
不影响管道正常运行情况下进行检
测。汛期前，排水公司已对六纵六
横十二条主干线进行了检测，并制

定了针对性的整改措施，确保汛期
排水管道正常运行。

今年，市排水公司还对手机
APP“掌上排水通”进行升级：更
新了排水系统的实时数据，目前
APP将污水处理厂、泵站、窨井以

及沿江闸门的数据进行整合；新增
了抢险车辆定位和应急事件管理两
大功能，使防汛指挥应对由人工经
验调度向科学智能调度全面转变。

雨季即将来临，目前排水公司
已按计划对中兴路、世纪大道、柳

汀街、联丰路、百丈路等重要路段
的雨水管道及出水口进行疏通清
淤，对重要下穿立交泵站和沿江闸
门进行性能调试和安全检查，接下
来还将加大各重要路段和立交下的
清淤频次。

为防汛防台做好准备

甬城排水“新装备”助通地下“血管”

昨天上午，市排水公司管网运营分公司正在气象路运用管道检测“新装备”对污水管道进行全面“体检”。
（刘波 摄）

本报讯（记者徐展新 通讯员
卢姗姗 张靖怡）“如今，天一
阁·月湖景区的游船、环卫车都
改用电，餐厅的炊具也全换成了
电磁炉。改造过后，以砖瓦、木
质结构为主的景区变得更加安全
了！”昨天，记者从天一阁·月湖
景区办公室主任的口中了解到，
随着办公区域电气化改造项目完
工 验 收 ， 景 区 实 现 电 能 “ 全 覆
盖”，为全市首个实施全电改造的
景区。

作为宁波的地标式景区，天一
阁·月湖景区拥有各级文物保护单
位和保护点 50 余处，国家级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3个。出于历史文物
建筑防火防灾的需要，国网宁波供
电公司与景区管委会携手，从去年
起对景区实施“全电”整改，逐步
淘汰燃煤、燃油设施设备，配备电
锅炉、电炊具、电动车、电动船和
电力拉索桥，还在月湖边安装了低
压岸电充电装置，实现景区安全用
电、清洁用能。

据测算，实施全电改造后，景
区平均每年可减少使用标煤1.03万
吨，减排二氧化碳2.54万吨。如果
按照一棵树一天吸收 16 千克二氧
化碳测算，相当于多种下 4350 棵
树。

天 一 阁 · 月 湖 景 区 的 “ 全
电”改造还将继续。未来，国网
宁波供电公司将对景区电力配套
设施进行升级，以“线杆融景、
变台为景”的方式因地制宜推进
线缆整治和美化工作。同时，景

区附近停车场将引入电动汽车充
电桩，预计下半年正式投运，为
景区内的新能源汽车提供更多便
利。

除天一阁·月湖景区外，国网
宁波供电公司还将江北畈里塘达人
村欢乐乡村、镇海十七房景区、杭
州湾国家湿地公园、宁海许家山房
车露营基地和象山中国海影城列入
年度“全电”改造目标，计划以景
区“全电”模式推动旅游产业绿色
发展。

游船、环卫车、炊具等都改成了用电的

天一阁·月湖景区率先实施全电改造

本报讯（记者冯瑄 通讯员蔡
华峰 陈晓众）“我们要提高自身
的环保‘底线’意识，以此次‘督
政问企’行动为契机，加快转型升
级。”昨天上午，在宁波申菱电梯
配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的象山
石浦科技园区“环保督政问企”座
谈会上，不少企业主说。

“市级层面的行动全面开展后，
象山也第一时间启动了区域的‘环
保督政问企行动’，旨在提升工业集
聚区管理部门和企业的环境保护意
识、能力水平，促进聚集区绿色发
展。”象山县环保局相关负责人说。

连日来，象山县“环保督政问
企”小分队走进石浦镇科技园，为
23 家企业“疑难杂症”开出“绿
色药方”。

污水处理厂应尽快制
定环境应急预案

小分队首先来到石浦镇科技园
区污水处理厂开展“体检服务”。
象山县石浦科技园区污水处理厂位
于石浦科技园区北，一期建设规模
2.5 万吨，主要服务城镇污水处
理，服务区域包括象保合作区、石
浦科技园区、昌国片区。

小分队仔细查看了污水厂的提
升泵、粗细格栅、厌氧池、好氧
池、MBR 池、污泥脱水车间等设
施。污水厂负责人介绍了宁波碧兴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核心技术—

MBR 池的工艺原理和预期处理效
果。针对现场发现的问题，小分队
查阅了企业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和环评批复后，建议企业尽快落实
污水池加盖，抓紧时间制订环境应
急预案。

先余热回收再水膜喷
淋降低尾气温度

随后小分队又来到宁波昌菱机
电有限公司。环保人员相继查看了
企业橡胶轮生产的硫化工艺废气处
理设施、废水预处理设施、1#厂
房机加工车间、危险废物堆放情
况，查阅了企业环评审批和验收意

见相关书面材料。
经过现场走访，环保专家发现，

该企业1#厂房机械加工车间存在未
批先建并投入生产、危险废物未按要
求储存、废水预处理设施未使用等行
为。为此，企业负责人现场坦言，企业
刚并购不久，环保管理存在疏漏，接
下来将立即行动、逐一整改。

小分队走访宁波戴维医疗器械
股份有限公司后，该公司代表提出

“企业喷塑线挂钩架通过烧结炉焚
烧，尾气温度高，采用水膜喷淋后
进行废气检测又担心温度降不下
来”的问题。服务小分队建议，节
能器回收余热后再经过水膜喷淋，
比较合适。

“环保督政问企”小分队
把脉石浦镇科技园
23家企业“疑难杂症”有了“绿色药方”
“美丽宁波”环保在行动之
“环保督政问企”进行时

小分队检查企业危废处理设施。 （蔡华峰 摄）

本报讯 （记 者陈青） 作 为
2018 中国 （宁波） 特色文化产业
博览会的重要活动之一，中国·宁
波网络小说高峰论坛暨 2018“华
语新声”科幻小说征文大赛启动
仪式，昨日在北仑博地影秀城举
行。

已经走过 20年的中国网络文
学迎来了蓬勃发展，宁波作为网
络文学重镇，本土网络作家如苍
天白鹤、随侯珠、解语等在网络
文学界具有重要地位。

本次网络小说高峰论坛上，
省网络作家协会、北仑区委宣传
部、宁波真好玩文化创意有限公
司、博地影秀城签订了网络文学
产业孵化意向合作书。苍天白鹤

以及新锐小说 IP孵化公司真好玩
文创董事长盛东坡、大型小说阅
读平台橙瓜网CEO饶耿、宁波电
影家协会主席郑开颜、宁波市动
漫行业协会会长江海仁等作了主
旨演讲，知名网文作者蒋话、思
美视动力总经理徐海鸥、宁波卡
酷动画副总沈丹冶等也在论坛上
各抒己见。

当天，还举行了 2018“华语
新声”科幻小说征文大赛启动仪
式。这是宁波本土举办的首次大
型科幻小说比 赛 ， 面 向 全 国 征
稿。同时，为了鼓励宁波本土
作家创作，推动甬城科幻文学
发 展 ， 特 设 “ 甬 上科幻文学十
佳”奖。

中国·宁波网络小说
高峰论坛举行
“华语新声”科幻小说征文大赛同时启动

本报讯 （记者周燕波 海曙
记者站续大治 朱尹莹） 昨日下
午，记者在海曙区文化广电新闻
出版局举行的“书香海曙”建设新
闻通气会上获悉，“书香之城·海曙
阅读季”本月全面启动，整个阅读
季贯穿4月、5月，共推出四大板块、
总计 120场与阅读有关的活动，同
时通气会上还发布了“书香海曙”
LOGO（品牌标识）和“书香海曙”
的宣传口号——共读一座城。

4 月 22 日，一场名为“书香之
城·海曙阅读季”的阅读主题嘉
年华将在天一阁广场启动。这是
海曙区打造“书香海曙”品牌的
重要活动之一。当天活动内容非

常丰富，有鲤朵·春日晒书市
集、城市萤火虫换书大会、“海曙
阅读联盟”揭牌和朗读剧表演等。

作为宁波历史文化名城核心
区的海曙，近几年一直在扎实推进
全民阅读工程，打造“书香海曙”品
牌建设，今年更是提出了打造宁波

“书香之城”核心区的概念，并制定
了“书香海曙”建设的实施意见。

“书香海曙”建设也得到了广大民
众的积极参与。据海曙区文广新闻
出版局副局长齐海峰介绍，今年

“书香海曙”宣传口号和“书香海
曙”LOGO 征集活动得到了众多
市民的热情参与，收到宣传口号
4000多条，LOGO作品60多件。

“书香之城·海曙阅读季”
嘉年华即将启动

本报讯 （记者林海） 16 日
晚，2018 年全国游泳冠军赛暨亚
运会选拔赛在山西体育中心游泳
馆继续举行，宁波籍世界冠军汪
顺在男子 400 米混合泳决赛中为
浙江队再摘一枚金牌，成绩为 4
分14秒02。在本次比赛中，汪顺
已经收获3金1铜的好成绩。

男子 400 米个人混合泳决赛

是当晚进行的第 5 个决赛项目，
最终汪顺以 4 分 14 秒 02 获得冠
军，这个成绩在今年世界排名第
七。

此前，在 13 日晚的比赛中，
汪顺已经获得男子 200 米自由泳
的铜牌。在 14日晚的比赛中，汪
顺收获男子 200 米混合泳以及男
子200米自由泳接力两枚金牌。

全国游泳冠军赛

汪顺摘取第三金

本报讯 （记者董娜 通讯员
董楠） 昨天，宁波海关通报“国
门 利 剑 2018” 打 击 走 私 工 作 成
果。今年一季度，海关共立案侦
办 刑 事 案 件 49 起 ， 同 比 增 长
36%，案值为 4.15 亿元；行政案
件 395 起，同比增长 61%，案值
为4.95亿元。

今年以来，宁波海关联合相
关部门和执法单位全力推进“国
门利剑 2018”联合专项行动，对
洋垃圾、濒危物种、涉枪涉毒、
农产品、重点涉税商品、资源性
产品走私以及骗退税和虚假贸易

违法行为等 7 个领域进行重点打
击。一季度，查获 19起走私废物
案件，累计查获疫区牛皮、废橡
胶等走私废物3.6万吨。此外，宁
波 海 关 还 连 续 开 展 了 4 次

“NB18”系列集中收网行动，针
对木炭、成品油、食品、木材等
走私活动进行精准打击。

宁波海关提醒广大进出口企
业，在资源性商品走私抬头的新
形势下，相关从业者应及时掌握相
关法律法规，尤其是了解行业最新
政策变化，提高风险防范能力，避
免触碰走私违法的“高压线”。

“国门利剑2018”专项行动告捷

海关一季度查办案件逾400起

本报讯 （记者董小芳 通讯
员李莹琦 陈冠军）“新碶街道纪
工委，建立廉政风险双向沟通机
制；大碶街道纪工委，建立完善
小微权力制度执行‘分级诊疗’
机制；春晓街道纪工委，开展农
村工程领域专项巡察……”这是
北仑区纪检监察系统今年启动的
104个重点项目的部分内容。

据悉，为把纪检监察工作落
细落实，日前北仑区纪委、监委
出台举措，将全区各级纪检监察
机构重点工作项目化，以项目运
作带动目标任务落到实处，扎实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全面从严治党，既需要全方
位用劲，也需要重点发力。实施
重点工作项目化管理，就是要像

‘绣花’一样把功夫体现在‘一针
一线’上，使每项工作都能做深
做细，最终‘以点及面’，推动整
体工作。”北仑区纪委、监委相关
负责人介绍，为此，北仑区相继
出台 《关于开展“建一流队伍、
创一流业绩”行动的实施意见》

和 《2018 年度街道纪工委、派驻
机构重点工作》，启动 104项重点
项目，着力解决管党不力、治党
不严等问题。

据了解，104 项重点项目涵
盖了日常监督、信访办理、执纪
执法、案件审理、风险防控、廉
政教育、廉政文化等纪检监察工
作的全领域、全过程。为确保项
目运行“不敷衍”“不走空”，该
区纪委、监委还专门列出了项目
任务书，明确了具体的工作要
求、责任单位、完成时限，并在
区纪委全体 （扩大） 会议上分
发，既是公开承诺，也是对项
目落实情况的监督。此外，建
立起了区纪委、监委班子领导
联系基层纪检监察机构制度，每
季度一次项目督导检查，协调解
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的疑难问题。
同时，将项目落实情况列入年度
目标管理考核，对工作懈怠、推
进不力的项目负责人实施倒查追
责，以考核倒逼全面从严治党落
细落实。

用“绣花功夫”
狠抓全面从严治党
北仑104个项目精准推进监督执纪

本报讯（记者徐展新 通讯
员刘旭宝 吕洪波） 习近平总书
记的一封回信，让余姚梁弄镇横
坎头村成为红色旅游的“明星
村”，但道路两侧林立的电杆和
纠缠的电线，依旧影响着景区

“门面”的形象。为此，国网浙
江余姚市供电公司耗时 22 天完
成一场电路“上改下”的闪电
战，于昨日结束施工。

总书记回信之后，横坎头村
游客数量激增，对游客服务中心
附近的村容村貌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农家乐和民宿的用电需求也
迅速上涨，促使电力部门加速改
造提升电力设施。3月25日起，梁
弄供电所会同周边供电所，调动
三个班组的50多位电力工人开始
施工，以抗日根据地旧址为中心
开展高低压线路“上改下”工程。

工期紧、任务重，电力部门
施工人员还要和道路整修的施工
人员进行配合，暂时保留原有的
电杆，确保村民正常用电，同时
在原道路右侧新建设的步道底下
安装电缆。“以后，游客可以无
障碍地欣赏横坎头村的青山绿
水。”梁弄供电所高压班班长赵
新华高兴地说。

据了解，此次电力设施改造
提升工程总投资 3500 万元，涉
及 10千伏高压线路 2.5公里、低
压线路28公里，帮助307户村民
改造低压入户线。随后，电力部
门将紧锣密鼓对居住区的电力设
施进行改造提升，助推横坎头村
成为整洁、干净、安全的电路

“上改下”标杆区域，为红色旅
游的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22天！
横坎头村完成电路
“上改下”闪电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