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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 洲

昨天，许多市民的朋友圈被
甬派推送的 《宁波 80 后扶贫干
部的三次落泪》刷屏了。网友评
论中那一句句发自肺腑的赞扬，
一声声溢于言表的问候，无不昭
示：总有一种平凡让人敬佩，总
有一种真情让人感动。

为挂职扶贫干部的大爱精神
点赞。如果说三次落泪细腻地抒
发了陶碧峰对妻子的一片真爱，
那么在妻子病情稳定后选择尽快
启程去贵州，希望早一点回到岗
位，则彰显了他强烈的责任担当
意识。为了帮助对口地区经济社
会发展，让更多的群众精准脱
贫，许多同志像陶碧峰一样肩负
着国家的使命和家乡的重托，抛
妻别子，在“小家”与“大家”
中做出了人生中最无悔的选择。
正是因为饱含着对贫困地区群众
的无私关爱，他们才会夙兴夜
寐，走村入户，满怀激情地奋斗

在扶贫攻坚的第一线。
为挂职干部家属的牺牲精神点

赞。无论是丈夫远赴贵州前洒脱承
诺要“扛起这个家”，还是病危之
际面对从“天”而降的丈夫作出

“你怎么回来了，快回去”的责
怪，作为妻子的冯敏玲，其一言一
行既催人泪奔，更使人敬佩。与冯
敏玲一样，不少挂职干部家属顾全
大局，全力支持另一半的事业，用
柔弱的肩膀扛起家庭重担，照顾老
人，抚育小孩，成了家庭的顶梁
柱。正是她们的默默牺牲和无私奉
献，才使千里之外的挂职干部安心
扶贫，阔步前行。有一首歌唱得
好，“军功章里有我的一半也有你
的一半”。

为领导对挂职干部和家属的关
心点赞。看到新闻后，市委书记郑
栅洁深夜致电转达问候，嘱咐陶碧
峰要照顾好家人的身体。这不仅是
对他们一家的牵挂，更是把党和政
府的温暖送到每一个挂职干部和家
属的心里。对远赴外地挂职扶贫的
干部，相关部门应像郑书记那样把
他们及其家属时时牵挂心头，做到
关怀备至，对其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积极协调，切实解决，形成常态化
的关心关爱机制。

80后扶贫干部的新闻
为啥刷屏？

本报讯（记者黄合 通讯员
李旭） 昨日，记者从我市机关

“打通中梗阻、提升执行力”专
项工作总结会议上了解到，针对

“中梗阻”这个老大难问题，我
市已出台一整套制度性文件，覆
盖一线窗口服务、选人用人、追
责问责等相关环节，扎扎实实为
机关效能提速、服务提质“保驾
护航”。

作风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
永恒课题。去年 6月以来，我市
在全市机关中开展“打通中梗
阻、提升执行力”专项工作，各
地各单位在深入开展调研的基础
上，坚持聚焦“中梗阻”问题，
按照“见事见人见原因”的要
求，扎实开展了专项排查整改、

“回头看”和追责问责工作，取
得了初步成效。

排查整改，追责问责，倒逼
整改凸显执行力。过去一年，我
市对市直 12 个重点部门开展督

查，发现具体问题6类34个，提出
意见建议 8 类 21 条；对 10 个区县

（市） 市级重大项目属地推进情况
进行专项督查，逐项提出整改建议
和督查意见 200 余条。截至目前，
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各地和
市直机关单位、个人问题整改率均
超过95%。

典型激励，岗位练兵，机关中
层干部干事添动力。据不完全统
计，去年全市各级机关有 2万余名
干部参加各种形式的岗位练兵提质
强能活动，各级机关对 700余名优
秀党员干部进行了典型宣传，安排
1500 余名中层干部进行了轮岗交
流，提高了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激
情。

据悉，今年我市将继续以机关
作风建设为抓手，持续推进机关全
面建设，着眼建立长效机制，一环
紧扣一环打好“组合拳”，切实抓好

“服务争效”“党建争强”各项工作落
实，全力保障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

2万余干部岗位练兵
问题整改率超过95%
我市举行机关“打通中梗阻、提升执行力”总结会

本报讯（通讯员凌乐云 宋
兵 记者包凌雁） 宁波港口指数
编委会昨天成立。该编委会是为
加快和推动“宁波港口指数”的
编制和发布而组建的。“宁波港
口指数”或于下月发布。

长久以来，港口对城市发展
的经济贡献价值和影响程度仍
缺乏较为深入的分析。以宁波
舟山港为例，虽然港口货物吞
吐量大，但是对地方经济的带
动作用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与
城市自身产业发展、城市后方
经济腹地并没有很好地联动起
来。浙江省港航管理局副局长
林建亚分析指出，造成这种结
果的因素固然很多，但重要原

因之一，在于“对港口经济缺乏
专业分析、对自身竞争地位了解还
不够深入”。

据宁波市港航管理局局长葛更
坚介绍，正在编制的“宁波港口指
数”将基于平台采集的样本港口企
业大数据编制而成，是反映港口发
展水平、衡量市场当下景气程度、
体现从业人员信心、预测行业发展
趋势的一组综合指数。该指数对港
口发展水平进行量化评估和综合研
判，不仅可以把握港口业当前经营
动态，及时发现经济运行中可能出
现的问题，也可以预测港口业长期
发展趋势，提供港口间横向比较的
依据，为行业主管部门针对性地制
定港口发展战略提供支持。

宁波港口指数编委会成立

本报讯（记者余建文 通讯员
李传斌） 冷冻的鱼虾，味道肯定没
有“热气货”好，水产消费圈里这
一由来已久的共识，如今恐怕要改
一改了。今年，象山部分渔民和加
工企业引进了超低温保鲜技术，让
冷冻鱼虾留住鲜美滋味，不输“热
气货”，打破冻货低价“魔咒”，成
为市场新宠。

前天，记者来到象山高塘岛上
的建业船厂。船厂的仓库里放着
10 多 只 冷 柜 ， 里 面 是 冷 冻 的 鲳
鱼、大带鱼等。船厂负责人郑超鹏
说，这些超低温冷柜都是当地渔民
购置的，每只要 1万多元，冷冻温

度保持在零下 60℃，“就是为了最
大程度锁住鲜味”。

超低温冷冻有啥神奇之处？郑
先生拿出一条已冷冻了近一个月的
约400克重的鲳鱼，细密的鱼鳞保
存完好，鱼眼凸出且透亮。放入
自来水中解冻不到一小时，鱼体
变软，鱼鳃依然鲜红，还有血水
溢出来。这条鱼清蒸后被端上了
桌，大家持箸品尝，肉质细嫩又
富有弹性，纷纷夸赞：“味道与冰
鲜鱼没啥差别，超低温保鲜确实厉
害！”

据悉，像这样的超低温冷柜，
象山已有 20 多只。鹤浦的渔老大

谷乾波去年造了一艘新船，把三只
冷柜一并装到了船上，捕到好的海
鲜立即冻起来，“普通渔船用冰块
来保鲜，五六天就要回港充冰。而
有了这冷柜，突破保鲜时间局限，
有利于捕捞作业。”

普通冷库温度在零下 20℃左
右，水产品一放久，水分抽干，鲜
度变差，鱼身还发黄，卖不出好价
钱。在鲜活海产上市旺季，冻品受
冷遇，即便在禁渔期，口感不佳的
冻品也往往不受消费者“待见”。
郑超鹏说，使用超低温冷冻技术
后，冻品迎来“第二春”，从“丑
小鸭”一跃变为受宠的“白天鹅”。

据介绍，今年三四月间，条重
500 克的冰鲜大鲳鱼售价每公斤不
到 200元，而通过超低温冷冻，放
到眼下伏休禁渔期销售，身价至少
要翻一番。相比市面上销售的普通
冻鲳鱼，价格高三四倍。谷乾波笑
呵呵地说，他买了 4只冷柜，粗算
下来，每只冷柜卖出的冻品净赚 1
万多元，“不到一年，就把冷柜钱
收回来了”。

象山县海洋渔业部门相关负责
人说，新型保鲜技术大大提升了冻
品海鲜的品质和附加值，对伏休禁
渔期间的市场供应起到了有益补
充，也帮助渔民增收。

今年象山渔民祭出超低温“保鲜计”

冻品水产从“丑小鸭”变为“白天鹅”

本报讯（记者杨绪忠 通讯员
廖鑫） 拖欠务工人员工资、未经施
工许可就擅自开工、特种作业人员
无证上岗、易燃物堆放区无灭火器
等消防器材……这些影响企业信
用、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的违法违
规行为，被紧急叫停。昨天上午，
市住建委对有上述行为的 32 家建
筑企业集中约谈。

去年以来，全市建筑业呈现
快速发展势头，但有不少建筑企业
在履行法定建设程序、依法发包
分包、现场管理人员到岗、务工人

员用工管理、施工现场安全生产、
文明施工等方面存在着违法违规情
况。

去年 7月，承担奉化万达广场
工程的沈阳佳宇建筑劳务公司发生
工人讨薪事件，中建八局受到了政
府部门的通报批评和企业扣分等处
罚，并及时进行了整改。“对于此
次拖欠工资事件，我深感羞愧。”
昨天上午，参加本次约谈的中建八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将引以为
戒，杜绝再出现欠薪的情况，争做
诚信企业。

今年 3月，在吾悦广场镇海新
城北区一处工地，市住建委检查组
在督查中发现，由江苏兴厦建设工
程集团有限公司施工的该工地，存
在施工升降机地面围栏门机械锁缺
失等问题。对此，江苏兴厦昨天在
约谈中表示：“对检查中发现的问
题，已由安全部门人员在现场驻地
检查，直至整改落实到位。”

去年，全市共开展各类工程质
量安全和市场行为监督检查 9211
次，检查在建工程项目 700 多个，
涉及市场各方主体 500多家，发出

整改通知书 5374 份，停工整改单
633 份，下发行政处罚通知书 182
份，实施信用惩戒 921起，曝光违
法违规典型案例 11 起。对存在违
法违规行为的 146家企业和单位进
行了处罚，共处罚款2305万元。

市住建委和市监察局、检察院
还联合出台了《宁波市建筑市场不
良行为记录和公开办法》，建立建
筑市场“黑名单”制度。目前，信
用系统已有管理部门用户 306 个，
企业 2947 家，从业人员 91768 名，
信用信息2.7万条。

32家建筑施工企业因违规被约谈

本报记者 张 燕
通讯员 董美巧 邵建荣

昨天下午 2时许，一辆“热
腾腾”的公交车开进了市公交
镇海公司的维修车间。车虽熄
了 火 ， 但 车 身 上 下 散 发 的 热
度，远超室外 35℃的高温。简
单了解情况后，班组长许益成
拿过工具刀，熟练地拧开车尾
的螺丝钉，在 1 米多深的维修
地沟里仰着头干活。闷热的气
息 笼 罩 着 他 ， 汗 滴 不 知 不 觉

“爬”满了黝黑的面庞，令他几
乎睁不开眼睛。“车辆出现漏
油、气压高，可能变速箱二轴
油封出现问题了。”许师傅说，
半个小时后，他才从维修地沟里
钻出来，脸上挂满了黑黑的“油
花”。

一 到高温天，公交车就容
易“中暑”“闹脾气”，出现抛
锚、爆胎等问题的概率比平时
要高出 50%以上。昨天，市公
交镇海公司这个 1000 多平方米
的维修车间里“热火朝天”。热
的 ， 不 仅 仅 是 进 出 维 修 的 车
辆，还有接近 50℃的室温。车
间内高六七米，有 3 条维修地
沟，空间还算宽敞，虽然前后
通风，但一辆辆公交车怠速运
转散发的热气，把这里蒸得如
桑拿房一般。

市公交镇海公司维修车间有

100 余名工人，分为机工、电
工、胎工、金工、漆工等十几个
工种，承担着 360多辆公交车的
维修、保养工作。

27 岁的俞经伟是一名轮胎

工，下午正在更换一辆 387路公交
车的轮胎。闷热的车间内，排风机
吹出的风灼热。换胎要用力气更
要用巧劲才行，俞师傅用电动工
具把螺帽一一拧下来，抡起一把
大铁锤，把轮子边转边敲，卸了
下来。在这里，任何一个维修工
种 都 是 技 术 和 力 量 的 “ 双 重 考
验”。轮胎重达 30 公斤，钢圈重
达 5 公 斤 ， 只 见 俞 师 傅 拿 着 撬
棍，转着圈撬轮胎的内沿，把轮

胎扒下来，更换新轮胎。“公司
每 天 300 多 辆 公 交 车 在 路 上 跑 ，
每天总有十多个轮子出问题，同
时还需要更换快磨平的轮胎，保障
行驶安全。”俞师傅说。

除了应急维修，每天还要面对
日常小修、基础维护。许益成说，

“今天是今年第一个高温天，每年
都要经历高温，接下来这样的日子
还会很多，我们早就有了心理准
备。”

“桑拿房”里修公交车

用水用电昨创历年同期新高
本报讯（记者徐展新 通讯

员叶夏明 陆晓依） 昨日上午
10 时 23 分，宁波电网最高统调
负荷达 1072.1 万千瓦，本周日
均网供电量近 1.9 亿千瓦时，两
项数据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标志着我市步入夏季用电高峰
期。

连日来，国网宁波供电公
司紧密关注供用电形势及重点
变电站主变负载情况，积极做
好迎峰度夏准备工作，确保生

产生活用电平稳有序。目前，
变电站的检修工程已进入攻坚
阶段。6 月中旬之前，电力部
门将投入人力超过 3000 人次，
完成淞浦变、梅梁变等变电站
的大型检修工程，30 余座变电
站将配合检修工程展开停电作
业。

又讯（记者王岚 通讯员林
涵） 宁波市城管局供排水集团传
来消息，5 月 8 日以来宁波市中
心城区日供水量节节攀升，15

日供水量达136.56万吨，日供水量
较去年同期增长近 13.3%，高于往
年同期。市自来水有限公司预计，
今年最高日供水量将逼近 150 万
吨。

据介绍，由于天气炎热，今年
供水旺季较往年大幅提前。面对
陡增的供水压力，自来水公司结
合供水环网配水优势开展综合调
度，及时启用备用水源，以缓解
饮用水供应压力。各供水分公司
已经启用屋顶水箱用于调蓄，总容

积 3万吨的江北梅林调蓄泵站也于
昨日启用，此举可极大缓解市中
心供水紧张。另外，明州大道给
水改造工程已于日前顺利建成通
水。自此，鄞东南片区真正形成
双水源环状供水格局，鄞州区姜山
镇近 20 万人口的供水安全进一步
得到保障。

与此同时，水质监测部门近日
加大对管网水的水质监测力度，24
小时全天候记录水质数据，确保用
户用水安全。

昨日，宁波高温，从烈日炎炎的中山路转到长春路林荫大道上，马
上感觉凉爽了许多。 （刘波 摄)

高温更觉林荫好

修理工俞经伟正在更换387路公交车破损的轮胎。 （张燕 董美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