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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轰”一声响，6 月 29
日，位于宁波轨道交通 4号线翠柏
里站-大卿桥站区间深20米处的盾
构工作井内，宁波自主研发的类矩
形盾构机“阳明号”破土而出。历
经 399 个日夜掘进，这条长达 801
米的隧道区间成为国内首条穿越核
心城区的类矩形盾构隧道区间。

轨道交通开创了地下城市空
间，而这条类矩形盾构隧道区间的
贯通，则让地下空间的利用率进一
步优化，找到了一条保卫城市空间
的捷径。

打破老城地下空间
“放不下”“碰不得”

2014 年，正当宁波人为即将
到来的“地铁时代”欢呼时，宁波
轨道交通着手制订 4 号线建设方
案。4号线穿越老城区，尤其是大
卿桥-翠柏里-双东路两个区间，
道路宽约 14 米，交通繁忙且道路

两侧多层居民房密集。若用传统的
圆形盾构机施工，单轨道空间施工
需 6米多的宽度，两台圆形盾构机
同时工作，需要留出 6米多的安全
距离，也就是说总宽度需要近 20
米。这不仅无法满足地面房屋的安
全要求，连保留基本的道路宽度也
不够。

国际上的盾构机大多是圆形断
面的。“为什么不研究一台类矩形
盾构机，能实现双轨道同时施工，
这样不就可以节省中间 6米多的距
离了吗？”宁波轨道交通提出了一
个大胆的想法。根据实际需要和对
实际可行性论证，“类矩形盾构工
法”慢慢进入了宁波轨道交通决策
者的视野。

多次升级改造保障地
下施工安全

2014 年，宁波轨道交通牵头
自主研发“阳明号”类矩形盾构
机，创新采用“科研-设计-施
工”一体化招标方式，仅 10 个月
就完成了“阳明号”的研发。目

前，该技术已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37项、软件著作权5项。

在投入 4 号线建设前，“阳明
号”率先在 3 号线出入段进行试
用。通过试用，宁波轨道交通再次
对“阳明号”进行了升级改造。

“我们对‘阳明号’的切削刀盘和
出土螺旋机进行了改进，保证出土
顺畅和工作效率，可缩短工期。”
宁波轨道交通建设分公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更为重要的是，“阳明
号”原有的 8个盾尾同步注浆孔被
增加至 10 个，这样能更均匀地对
挖掘空隙进行填充，以更好控制
地面沉降。目前隧道地面周边房
屋沉降基本控制在正负 10 毫米以
内 ， 对 周 边 环 境 影 响 较 小 。 此
外，改造后的“阳明号”还有一
大亮点：盾构机壳体钢板更厚更
坚 固 ， 大 大 减 小 壳 体 变 形 的 可
能，增强壳体对周围土体的支撑
能力和降低壳体变形带来的管片拼
装困难程度。

与普通的单圆盾构机相比，
“阳明号”断面达11.83米，无疑是
个“超级巨人”。常规的盾构机断
面仅为 6米左右，如果附近的基桩
在 6 米以内，就属于高风险穿越。

“阳明号”断面比常规盾构机宽近
2 倍，但房屋距离却要少 1 倍，在
这过程中施工方还通过使用精细化
管理，进一步降低了工程风险。

盾构区间完全在翠柏路下方敷

设，因翠柏路并非直线，“阳明
号”在施工过程中需要沿着翠柏路
以 350 米的半径连续进行约 600 米
长的曲线施工。为此，宁波轨道交
通研发了与“阳明号”配套的自动
化测量系统，实时监测盾构姿态，
实时纠偏，保障了整个施工过程的
安全。

“阳明号”将应用于杭
州地铁建设

“阳明号”在完成此次掘进
后将进行保养修复，然后调运至翠
柏里站，计划于2018年9月中旬开
始再次投入工作，由南向北继续掘
进翠柏里站至双东路站区间，两个
类矩形区间贯通后（大卿桥-翠柏
里-双东路），总长度约为1.6千米。

类矩形盾构的成功具有极高的
经济价值。它在有效解决宁波轨道
交通 4号线工程的现实问题时，极
大减少了因盾构影响造成的拆迁
量，在 4 号线和 2 号线二期建设过
程中节约成本数亿元。接下来，

“阳明号”类矩形盾构施工法将在
杭州地铁建设中使用。

对于类矩形隧道在城市核心区
的尝试，中国工程院钱七虎院士对
宁波研发“阳明号”给予了充分肯
定。“这大大提高了城市地下空间
的利用率，减少了工程建设与房屋
安全的矛盾。”钱院士说。

“阳明号”:打响城市空间保卫战

本报讯（记者黄合 通讯员董
斌 江北记者站张落雁） 杨梅上
市，刚好和梅雨天气撞个满怀。在
江北区慈城镇南联村，得益于结对
共建保险公司推出的个性化保险项
目，村里上千亩的杨梅地少了“后
顾之忧”。“每亩杨梅保费才 100
元，根据不同时间段，最高可获得
2000 元的赔偿。”村党支部书记傅
海宏告诉记者。

产业兴旺，在乡村振兴战略中
举足轻重，而农业转型升级，离不
开金融机构的支持。今年以来，江
北区委组织部重点推出农村基层党
建“金桥行动”，党建“做媒”，让
辖区金融机构和底子薄弱的村庄结

对，携手共走乡村振兴这条阳关大
道。

慈城镇虹星村，是一个以室外
盆景外销为主的“盆景村”，有上
千名从业人员。“一旦碰上台风天
气，苗木被淹，农户的损失就很
大。”村党总支书记严建安表示，
自浙江民泰商业银行与村子结对以
来，其为创业种植户提供了个人
10 万元、专业合作社 50 万元的授
信，目前已累计向村民发放贷款
230万元。

鼓励创业，激发创新，金融机
构聚焦培育新型农民队伍，掏出

“真金白银”给予支持。其中，浙
江泰隆商业银行给予公有村 3000

万元的创业授信额度，每户村民最
高给予 10 万元的创业授信；浙江
民泰商业银行、浙江泰隆商业银行
分别给予虹星村 2000 万元的创业
授信额度，为有意向在年底盆景展
示交易中心参展的 20 余户种植户
提供保险及资金支持服务。

“毕竟是专业的金融机构，平
台更大，眼光也更远。”傅海宏
说，依托结对单位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江北支公司
的网上商城，南联村的毛笋、杨
梅、橘子等特色农产品拓宽了销
路。

据统计，江北区已有三勤村、
金沙村、五联村、毛力村、南联

村、前洋村、虹星村、公有村等 8
个村分别与邮政储蓄银行宁波分
行、宁波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农业银行江北分行、建设银行江北
支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江北支公司、浙江民泰
商业银行、浙江泰隆商业银行、中
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分公司等金融机构签约结对。

“希望通过常态化的‘金桥行
动’，整合资源推动‘红色党旗引领绿
色发展’更进一步，让基层党建在促
进农业结构调整、服务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推动产业融合发展等方面，发
挥连接供求的桥梁作用。”江北区委
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说。

江北推出农村基层党建“金桥行动”

党建“做媒”，金融机构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郑俊朋） 昨天，由宁波大学 276名
师生党员共同组成的“红色印迹”
党员社会实践团，在重温入党誓词
后奔赴全省各地，寻访百名时代英
雄。

据介绍，此次“红色印迹”党员
社会实践团寻访的百名时代英雄分
五大类，分别是“最美乡村教师”“最

美乡村医生”“最美海洋人”“最美支
书”和“最美大学生村官”。

“红色印迹”党员社会实践团
共有 4 支校级团队、24 支院级团
队。其中 4支校级团队将奔赴浙江
沿海及革命老区开展活动。第一支

“红色印迹”党员社会实践团队深
入余姚市梁弄镇下辖 17 个村，寻
访“最美支书”“最美大学生村

官”，挖掘红色基因，记录红色资
源，宣扬红色事迹；第二支“红色
印迹”党员社会实践团队深入杭
州、海宁、诸暨、舟山等地乡村卫
生院，寻访“最美乡村医生”，书
写红色故事；第三支“红色印迹”
党员社会实践团队奔赴舟山、温
州、台州、宁海四地寻访“最美乡
村教师”，深挖乡村教师优秀典

型；第四支“红色印迹”党员社会
实践团队赴鄞州、象山、舟山嵊
泗、台州玉环、温州苍南等地，寻
访“最美海洋人”。

据悉，实践团成员将通过微视
频、微党课等多种形式，将实践成
果、英雄事迹在校园中进行广泛传
扬，使之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的鲜活教材。

宁大师生党员寻访百名时代英雄

易其洋

5月底,鄞州区综合行政执法
局接群众举报，新天地西区 12幢
36 号附近有人将厨余垃圾和其
他垃圾混收混运。该局查实后，对
新天地西区的物业公司作出罚款
5000 元的行政处罚。这是《浙江
省城镇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
自4月1日施行以来，我市首例生
活垃圾分类的行政处罚案件（据
6月27日《宁波日报》）。

前段时间，我发现楼门口的
垃圾桶不见了，小区里铺了不少
水泥平台，上面并排放着四个垃
圾桶，上面还有垃圾应该怎么分
类的提示牌。前些天下暴雨，我上
班时看到，一名保洁员冒雨对居
民扔的垃圾重新分类。6 月 24 日
中午高温，我又看到有保洁员在
大汗淋漓地“整理”垃圾。

保洁员“整理”垃圾时，我留
心看了一会，他分成两类：一类是
厨余垃圾，一类是其他垃圾。居民
自己分得好的，投放错了垃圾桶，
他拎出来就行，比较省事。居民分
得不好或根本没分过的，他就得

打开垃圾袋，重新分拣。大热天，垃
圾桶臭气熏人，保洁员皱着鼻子，一
脸不痛快。

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人烹饪
方式繁多，更喜欢汤汤水水，产生的
厨余垃圾不光量多，也不好处理，分
类更是不易。我多次看到报道，省内
有些乡村垃圾分类做得很好，一大
原因就是用了“二分法”：可腐烂的
垃圾或不可腐烂的垃圾，也叫“干湿
分离”。这个分法虽然简单，但很实
用，也易于推广。居民家里，厨余垃
圾往往最多，按此“二分法”，将厨余
垃圾和其他垃圾分开，不光能大大
减轻保洁员的工作量，也便于后续
处理。

因混收混运垃圾被处罚，物业
公司回头很可能就会去处罚保洁员。
想想，如果不是糊弄应付，我们应该
理解保洁员的工作量和难处。《浙江
省城镇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规
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按照规定分类
投放生活垃圾的责任和义务，违者不
仅面临处罚，还将被记入个人信用档
案。执法者如果能够更进一步，追踪
到“混放”垃圾的居民，并依法实施处
罚，该算是“治病治到根上”了，惩戒
效果应该会更好。不然，将垃圾分类
只当成物业公司或保洁员的事，保洁
员们会受不了，而居民想着反正自
己不分有人分，要养成垃圾分类意
识并“知行合一”可就难了。

垃圾分类不只是保洁员的事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通讯
员张霞 象山记者站陈光曙）象
山县文明办与县农信联社近日联
合发布一项道德信贷政策，对各
级道德模范、“最美象山人”以
及各类身边好人予以优先评级授
信、优惠贷款利率，让“有德之
人”享受“金融礼遇”。

据悉，这笔“善行象山·文
明 卡”专项贷款与各类荣誉挂
钩，其贷款对象包括：宁波好
人、浙江好人、中国好人；宁波
市及以上道德模范；五星级志愿
者、市级荣誉志愿者；历届“最
美象山人”；由县文明办认可的各
类“最美”系列评选获得者，如

“最美驾驶人”“最美诚信户”“农
民诚信指数考评先进个人”等。

根据政策，县级其他“最
美”系列评选获得者，可获 15

万元贷款额度；历届“最美象山
人”、各类市级荣誉获得者，可获
20 万元贷款额度；浙江好人、浙
江省道德模范等省级荣誉获得者，
可 获 25 万 元 贷 款 额 度 ； 中 国 好
人、全国道德模范等最高可获 30
万元贷款额度。

同时，县农信联社对该专项贷
款按照农村信用社的利率定价，给
予 下 浮 2% 至 10% 不 等 的 利 率 优
惠，贷款对象荣誉级别越高，利率
下浮越大。

此外，象山还出台相关规定，
除给予县道德模范、“最美象山人”
一次性奖金外，还在生活保障、住
房、就业、养老等方面优先提供帮
助，并给予他们享受文化、医疗、交
通、教育、旅游等公共服务资源的优
惠政策，从而在全社会营造“人人做
好事，好人有好报”的浓厚氛围。

让“有德之人”享受“金融礼遇”

象山推行道德信贷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记者
近日获悉，文蛤“万里 2号”成
为农业部新颁的 19 个水产新品
种之一。这个“宁波制造”的新
品种来自浙江万里学院，是该校
向“蓝色粮仓”进军的成果。

“万里 2 号”是浙江万里学
院培育的第二个文蛤新品种，4
年前培育了文蛤“万里红”。“万
里 2 号”个头较普通文蛤大一
圈，外壳暗灰底色上有锯齿花
纹。浙江万里学院生物与环境学
院副研究员董迎辉博士说，高产
的“万里 2号”选种来自山东东
营文蛤种群，4 代 8 年选育，再
经2年中试养殖才育种成功。

浙江万里学院副校长、文蛤
新品种的培育者林志华研究员
说，随着国家开启“蓝色粮仓”

计划，向海洋要粮食和蛋白质，水
产新品种培育和改善养殖环境成为
研究的重中之重。眼下水产种业比
较薄弱，鱼、虾、蟹、贝大多来自
野生种群，养殖风险增加。另外，
沿海地区养殖业容易遭受台风等灾
害天气影响。以贝类养殖为例，在
高温和盐度极低的水中死亡率为
80%左右，急需培育抗逆性能好的
优良品种。

董迎辉说，“万里 2 号”生长
速度平均提高了 34.8%，已扩繁优
质苗种约 3.5 亿粒，在我省象山、
宁海、瓯海和江苏南通、盐城、连
云港等地养殖，共 2300 余亩。普
通文蛤需两年养成上市，而“万里
2 号”养殖周期缩短了 6 个月，适
合在浙江、江苏和山东沿海滩涂或
池塘养殖。

文蛤“万里2号”
成为部颁水产新品种
浙江万里学院向“蓝色粮仓”进军

本报讯 （记者冯瑄） 近日，
在宁波召开的全国基层政务公开
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工作推进会
上，宁波政务公开的做法受到不
少参会代表的点赞。

近年来，我市以建设法治政
府、服务型政府和“阳光政府”
为目标，积极探索政府数据开
放，不断规范公开程序，拓展公
开渠道，丰富公开内容，全市政
务公开工作呈现上下联动、整体
推进的良好态势。中国社科院法
学研究所自 2009 年开始开展的

“政府透明度”评测显示，我市
始终位居同类城市前列并数度夺
冠。在省政府组织的政务公开专
项评测中，2016 年、2017 年连

续两年位居全省第一。
“宁波的试点工作做得非常扎

实。”来自黑龙江的参会代表参观
学习了江北三个政务公开的试点后
十分感慨，这些试点工作切实做到
了公开与服务的深度融合。

下一步，宁波将进一步推进政
务公开标准化建设，进一步推进政
务公开向乡镇街道延伸，进一步优
化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努力推动政
务公开开创新局面。对此，国务院
参会代表周兴斌表示，宁波市江北
区的试点工作要再接再厉，推动试
点工作再上新台阶，同时要了解企
业和群众在政务公开领域的新需
求，确保试点工作更有针对性，并
不断取得成效。

外地参会代表
点赞政务公开“宁波做法”

拉高标杆扬长补短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

前天，洪塘公交场站一辆 306 路公交车内，鲜红的党旗前，8
名党员右手握拳，语调铿锵，重温入党誓词。当天，市公交总公司
永平公司党组织为党员过“政治生日”。 （赵路 张燕 摄）

过个“政治生日”

昨天，市公交总公司服务稽查大队“蒲公英党员服务队”成
员带着慰问品来到海曙区西湾小区看望助残结对多年的蒋阿姨。
图为他们在为蒋阿姨保养轮椅。

（徐文杰 钱玉波 摄）

“蒲公英”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