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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朱宇） 昨日下
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
习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精神，研究我
市贯彻落实意见。

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郑栅洁
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深
刻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一系列重
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是指引新时代
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的纲领性文
献。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贯彻
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精神特别是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坚
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
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努力开
创全面从严治党新局面。

会议强调，要切实加强组织体
系建设，全面提高各级党组织组织
力。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坚决
维护党中央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
权威，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
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建工
作，不断扩大基层党的组织覆盖和

工作覆盖，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
步、全面过硬。要切实加强干部队
伍建设，全面提高干部政治素质和
专业能力。严格执行好干部标准，
把政治上靠得住、干事上有劲头、
业绩上有实绩的好干部选出来、用
起来。扎实做好发现培养和选拔使
用优秀年轻干部的工作，使干部梯
队结构更加优化合理。主动关心关
爱干部，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大力
营造崇尚实干、带动担当、加油鼓
劲的良好氛围。要切实加强人才队
伍建设，全面提高城市人才竞争
力。深入实施人才强市战略，统筹

抓好人才引进、培养工作，不断完
善人才评价、流动、激励机制，精
准做好人才服务保障工作，努力实
现人才总量、质量“双提升”。

会议强调，各级党组织要加强
对党的建设的领导，扛起主责、抓
好主业、当好主角，毫不动摇地把
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各级党组
织书记要严格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职
责，把党建工作抓实、抓细、抓到
位。各级组织部门要持续建设“讲
政治、重公道、业务精、作风好”
的模范部门，把管党治党的职能作
用发挥得更加全面、更加充分。

市委常委会议传达学习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精神

坚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郑栅洁主持

本报讯（记者董小芳 通讯
员蔡俊杰） 把检察官办公室设到
公安机关，在区公安分局、县

（市） 公安局设置“总阀”，在基
层派出所安置“前哨”，“双轨”
并行规范司法行为，是我市检察
机关积极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创
新举措。昨日，记者从市检察院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这一模式将
在全省推广。

“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对侦
查活动开展监督是检察机关应有
的职能。在基层公安机关设立检
察官办公室，对构建良性互动的
新型检警关系、促进公安机关依
法规范执法、更好落实‘少捕慎
诉，保障权益’的要求有着重要
的意义。”市检察院相关负责人
介绍。

如何科学合理地设置检察官
办公室？如何做到既依法加强监
督又尊重公安机关依法独立行使
侦查权？几经探索，我市创新推
出了“双轨”模式，今年在全市
检察机关推广。

所谓“双轨”工作模式，即
在各区公安分局、县（市）公安
局法制大队和部分派出所设立检
察官办公室，双管齐下、各有侧
重、分工协作。为了确保检察官
办公室工作更加规范化、标准
化、实质化运行，市检察院与市
公安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在基层

公安机关派驻检察工作机构的通
知》，对检察官办公室工作的机构设
置、职责范围、履职方式等提出了
明确要求，在全省率先取得突破，
实现了各区县 （市） 检察院检察官
办公室建设全覆盖。

基层公安机关检察官办公室的
主要职能，包括依法对驻地公安派
出所的刑事侦查活动开展立案监督
和侦查活动监督；应公安派出所要
求提前介入重大案件，引导侦查取
证；跟踪了解批准逮捕、证据不足
不捕和退回补充侦查案件的后续侦
查情况；关注已立案件的侦查进展
等。依托检察官办公室，检察机关定
向派检察官驻点办公，形成定期或不
定期进驻办公的常态联络工作机制，
通过查看接处警记录、针对性地跟踪
了解批准逮捕等案件、提前介入重大
案件、对重大疑难法律问题进行沟
通研究等方式开展日常工作。

“双轨”工作模式在实践中取
得了良好的成效，加强了侦、捕、
诉协作制约工作机制，促进了基层
公安派出所依法规范执法，提高了
案件侦办质效，构建了多赢的良性
互动新型检警关系。

据统计，截至今年 6月底，全
市挂牌成立基层公安机关检察官办
公室 36 家，通过检察官办公室提
前介入引导取证 629 件次，视频

（现场） 巡查516次，案件抽查379
次。

检察官“安家”基层公安机关

我市法律监督“双轨”模式
将在全省推广

7 月是收割和播种的季节，
也是种粮大户烘谷、排灌用电的
高峰时节。鄞州供电公司及早安
排 12 支红船共产党员服务队，
奔波于乡间，检查供电线路设
备，确保农户夏收夏种用电安
全。图为昨天上午姜山供电所红
船共产党员服务队在鄞州区归本
农场检查烘谷设备。

（徐能 胡成洋 摄）

护航
夏收夏种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奉化
记者站黄成峰 严世君） 从事智
能家居用品研发的百屹纽卡斯科
技公司今年 4月落户奉化千人创
业园，恰好赶上“凤麓英才”计
划升级版“出炉”。优越的新政
策和以绩效论英雄的导向，让项
目带头人长江学者、“省千”专
家陈智勇信心满满：“我们会努
力以优异的业绩，赢得政府‘成
长型’人才项目资助。”

自 2013 年 实 施 “ 凤 麓 英
才”计划以来，越来越多人才项
目扎根奉化这片创业热土。然
而，有的项目拿着政府资助，绩
效却不明显；有的项目发展良
好，但当初定的资助政策“一刀
切”，与年年增长的业绩不成正
比。为破解“干好干坏一个样”
的痛点，奉化区日前出台“凤麓
英才”计划升级版，在注重招引
领军型、资本型、成长型“千里
马”的同时，强化绩效导向。

“ 与 以 往 ‘ 即 落 即 补 ’ 不
同，升级版政策探索‘先落后
补’模式，人才项目引进后凭实
际业绩获得政府资助。”奉化区
委人才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凤麓英才”计划首创“团队积
分管理办法”，设立人才引育、

企业经营、平台建设、科技创新等
考评指标，其中企业经营分值占总
分近一半，重点关注企业年度销售
收入、固定投资额、获得民间资本
投资等。

根据团队积分管理办法，奉化
对入选的人才项目综合评分后，分
为 A到 E五类，最高的 A类项目资
助 1000 万元，最低的 E 类项目资
助 100 万元。“我们给予各类人才
项目‘晋升’空间，自入选起 3
年内，企业可根据业绩，参照积
分管理办法，随时申请晋级，我
们将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奉化区
委人才办负责人表示，人才项目
晋级成功后，政府资助也会“提档
升级”。

晋级通道打通，优厚政策支
持，极大激发了人才创新创业的活
力和冲劲。艾赛德航空科技公司的
航空航天刀具项目去年被定为“凤
麓英才”计划 D 类，补助 200 万
元。“今年‘凤麓英才’计划升级
版让我们看到了‘步步攀高’的前
景，企业有了更为明确的发展目
标。”公司主要负责人严卫信说。

截至目前，奉化已有 5家原入
选企业申请晋级，另有 20 家企业
新申报加入今年的“凤麓英才”计
划。

首创人才引育“团队积分管理办法”

奉化“凤麓英才”升级版
以绩效论英雄

本报记者 杨绪忠
通讯员 廖 鑫 吴培均

昨天上午，天气酷热难当，
中兴大桥项目孔浦施工现场一片
热火朝天的景象，切割、吊装、
安装，各业务段的工人紧张有序
地协作施工，主桥段已初露雄
姿。

中兴大桥及接线工程，南起
中兴路与江南路交叉口，北至青
云路 （规划），长约 2.62 公里，
其中桥梁长 1.7 公里，设上下匝
道两对。从地理位置上看，中

兴大桥是连接江北、鄞州两个
中心区的重要跨江通道。受航
空限高及通航净空的影响，大
桥设计形式为主跨 400米的矮塔
斜拉桥。

大桥主体以钢结构为主，因
此，焊接组装的工序任务最重。
大桥两端的工地上工人忙着焊
接，火花四溅。

“大桥钢结构焊接技术性非
常强，有的钢板厚达 5厘米，对
焊接工艺要求极高。拼接精度要
求达到毫米级别，焊接过程中稍
有疏忽，就会出现气孔、夹渣等

质量问题。”40岁的江苏籍工人石
益华边擦汗边对记者说，焊接作业
很多是在钢梁箱体内进行，白天高
温下箱体内气温超过 70℃，采用
通风降温、夜间施工等措施，箱体
内气温也经常达到40℃。

“高温下，安全和质量一个都
不能少！”大桥的建设方代表宁波
通投公司项目经理吴波告诉记者，
为了保证质量，他们针对预热、湿
度、焊接速度、气温和防风雨措施等
焊接的每一个环节，制订了精细化
监理和建设标准，确保万无一失。

“为预防工人中暑，我们要求

现场保持良好的通风条件，并实施
错峰加班制度，尽可能避开高温时
段作业。箱体内焊接工序常规作业
时间为夜间 10 时到凌晨 3 时。”吴
波说。

据悉，中兴大桥及接线工程于
2016年 11 月正式开工。在施工方
的努力和各方的合力保障下，目前
大桥施工进展顺利，主桥南北两岸
已完成边跨侧钢结构主梁吊装，大
桥正处于紧张的 V 型主塔施工环
节，主桥预计明年年初合龙，建成
后将成为世界上跨径最大的矮塔斜
拉桥。

中兴大桥焊接：安全和质量一个都不能少

报销比例提高 特殊药品增至28种

我市提高大病保险待遇

本报记者 张燕
通讯员 张立 叶宁

夕阳下，修复中的雅戈尔大
道渐露新颜，部分路段新铺的沥
青闪闪发光。

“到点了，兄弟们。”说话的
是管道疏通组组长应啸铭。大约
傍晚 6 时，修路工已经下班，该
管道疏通组上阵了。3 公里多长
的雅戈尔大道上，分布着 400 来
个雨污井以及纵横交错的管道，
这些管道加起来总长近 10 公里。
应啸铭小组的工作，就是从那
400 个雨污井下去，将管道全线
疏通一遍。这项工作，是从今年
1 月随着雅戈尔大道路面施工进
入后期开始的。

如果说地上道路是交通运输

的大动脉，那么深埋在地下的雨
污水管就是维系城市生活运转的

“毛细血管”。由于历史原因，雅
戈尔大道地下 部 分 管 网 破 损 ，
几乎丧失原有功能，雨污管道
堵塞严重，导致排水不畅。“这
些 问 题 会 造 成 道 路 积 水 难 退 、
污水难排。”海曙区交通运输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道路工程不
仅是路面修建工程，还包括地
下工程。趁着此次雅戈尔大道
修复，工作人员要将地下管道全
部疏通。

雅戈尔大道上，每30米长的
路面就分布着三四个井口，疏通
管道通常以两口井为一组，利用
高压水枪、机器人等先将各种堵
塞物推往对面的井口，如果推不
干净，就需要人工入井。入井
前，应啸铭先用带有刻度的杆子
测量井内水深。“如果水位超过 2
米，我们就先安排潜水员下井，
把石头、砼块、淤积结块的堵塞
物凿开捞上来。”应啸铭说，这
是为了下一步橡胶气囊封堵管道
做准备。待两边的井口封堵完
毕，就开始排水，还要用测毒仪

对管道做一次“体检”。走完以上
流程后，才能让工人下井实施最后
的清理作业。

应啸铭穿好防护服、戴上面
罩，在工友的协助下缓缓下井。井
里管道杂物堆积，结构复杂，基本
要靠人工清理。应啸铭依次用水
枪、气泵、镐头机等工具进行疏
通。平均一个晚上，六个人的团队
也就疏通 1 组到 2 组管道。需要人
工疏通的管道往往堵塞严重，清理
出来的垃圾能装半货车。“你看，
才干了几分钟衣服就湿透了。”一
名工人站在井内，抓紧时间喝了几
口水后说，“热倒是其次，最不好
受的是管道里的味儿。”

几次轮换作业后，时间也到了
凌晨4时多。应啸铭一边招呼工友整
理器材准备收工，一边将换下的工
作服拧干。“我们施工一般从晚上 7
时到凌晨4时，因为在这个时间段施
工对交通的影响最小。”应啸铭说。

据悉，目前近一半的管道已疏
通。“希望通过此次治理，让雅戈
尔大道雨污水管畅通，成为一条名
副其实的民生景观大道。”海曙区
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说。

雅戈尔大道修复：疏通地下“毛细血管”

工作人员进入闷热的井道内
疏通管道。

（张燕 厉康冬 摄）

拉高标杆扬长补短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

重点工程·那些汗湿的背影

见完普京 特朗普“引爆”美国政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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