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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徐展新 通讯员王
幕宾） 昨日凌晨，随着镇海变电站的
工作人员在主控室内轻点鼠标，站内
的 2号主变开关迅速闭合，这台体形
庞大的“电心脏”有力地跳动起来，
将电能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周边的厂
区、居民区以及数十公里外的舟山群
岛。

自此，500 千伏镇海变电站正式
投运。投运之后将有效提升镇海、慈
溪、江北等地企业和居民的用电安全
性、稳定性，同时在甬舟之间铺设了
一条“电力高速”，为舟山提供大量
绿色能源。“和原有的甬舟 220 千伏
线路比，500千伏的线路损耗小、运
维成本低、运行稳定。因此，我们在
过去的 16 个月投入大量人力建设变
电站，不仅顺利竣工，还做到了施工
期间 100%不断电，以此减少周边企
业 经 济 损 失 、 保 障 居 民 的 生 活 用
电。”镇海变电站运维负责人李博表
示。

据悉，一个月后，舟山的 500千
伏变电站也将投运，它会与镇海变电
站相互协作，满足舟山群岛新区和舟
山绿色石化基地用电需求，带动两地
城市建设和产业发展。

甬舟飞架“电力高速”
500千伏镇海变电站昨日投运

正式投运之前，电力工人对设备进行详细检测。 （王幕宾 徐展新 摄）

本报讯（记者王珏 通讯员王
喆 黄浩） 前天上午，在宁波输油
处白沙湾站 （该站位于上海），随
着一个活塞状的内检测器从原油管
道内取出，国内首次海底长输原油
管道内检测顺利完成。“这对打破
国外技术封锁、保障国家原油安全
输送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石
化管道储运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刘
保余说。

该检测器从宁波输油处镇海岚
山站投放发出，经过杭州湾海底
53.5公里的岚白线原油管道到达上
海金山。由于海底管道运行安全涉
及海洋环境安全和国家战略安全，
只能采用自主研发技术进行内检
测。此次取出的内检测器叫作漏磁
惯导检测器，是中石化管道储运有
限公司自主研发 9年取得的重要成
果。

“内检测如同做‘肠镜’检
查 ， 漏 磁 惯 导 检 测 器 就 是 ‘ 镜

头’，上面的 72个传感探头记录海
底原油管道的各种重要数据。”中
石化管道储运有限公司检测技术主
管刘俊甫说，检测器前端漏磁检测
部分负责采集数据，后端惯导部分
如同“行车记录仪”，记录内检测
器运行路径。

岚白线海底长输原油管道内
检，面临国内最复杂的海域，检测
长度最长、管径最大，所需检测项
目最全。“最难的是保证两部分之
间信号互不干扰，漏磁惯导检测器
依托陆上内检测器设计重新调整优
化布局，再通过后端处理技术对采
集的数据进行分类，实现有效采集
信息的功能。”刘俊甫说。

根据内检测器采集的数据，约
15 天后可以出具岚白线详细“体
检报告”。这为全面了解管道内部
情况、开展日常维护提供数据支
撑，极大提高海底管道运行的安全
性。

自主研发“肠镜”技术打破国外垄断

国内首次海底长输原油管道内检完成

14 日上午，在宁波输油处岚山站，工作人员将内检测器放置到进球
筒进口，准备发出。 （汤越 摄）

记者 黄合 通讯员 勇祖轩

【人物名片】
王绍龙，1973 年出生，宁波

市公安局江北分局庄桥派出所民
警，被评为新时代浙江省“万名好
党员”、浙江省优秀人民警察、宁
波市优秀人民警察、“人民满意社
区民警”等。

【闪光事迹】
“社区警务工作千头万绪，最

重要的莫过于给居民安全感。”在
江北广厦社区，一间小小的警务室
里，挂着十余面居民送来的锦旗，
也见证了王绍龙在过去近十年间走
过的道路。

“社区警务工作，很多就是家
长里短，需要沉下心来做好精细
活。刚来社区的头 3 年，案件集
中，压力也特别大，天天睡不好、
失眠。”王绍龙指着自己花白的头
发和“消失”的发际线，调侃自己
比同龄人长得更着急些。

广厦社区是一个拆迁安置小
区，人员成分复杂，流动人口多。
王绍龙记得，2009 年自己刚到社
区的时候，有个晚上竟接到了 5个
案子，都是居民家中被盗。“虽说
偷走的只是手机、钱包，但对于居
民来说，就会觉得害怕，心里没有
安全感。”王绍龙说。

为了给社区打造一个更安全的

环境，王绍龙首先跟小区物业进行
联系，督促他们设立门禁、加强
巡逻。随后，他发动社会各方力
量，建立由民警、社工、物业保
安、业委会成员等组成的基层治
理队伍，分为日常巡逻、调解纠
纷、为民服务等类别，常态化开
展服务。

“我始终认为，多调解一起纠
纷，就少一个矛盾，多做一次安全
防范，就能少一个案件。作为社区
民警，你和社区、居民之间是荣辱
与共的长久关系。‘人民警察为人
民’，在这里有着最为直接而生动
的体现。”王绍龙说。

9 年前的盛夏，王绍龙入户走
访，耄耋之年的姚基源提出希望将
户口迁到社区。由于老人行走不
便，同时又是孤寡老人，无儿无
女，王绍龙便跑前跑后，为老人打
未婚证明、开房产证明、做户口迁
移，还用私家车载着老人去户政中
心签字。

之后，考虑到老人无人照料，
王绍龙主动和他结成对子，利用节
假日时间上门看望、拉拉家常，有
时忙得脱不开身，也不忘给老人打
个电话、报个平安。“小王是个

‘热心肠’，对老人非常有耐心。”
姚基源的言语中满是感激。

邻里之间纠纷，上门调解；孤
寡老人生病了，上门探望；夫妻俩
闹矛盾，上门说和；有人违规占用
公共用地，上门说理……社区大大
小小的事，总能见到王绍龙的身影
——那一身藏青的警服上，总是佩
戴着醒目的党徽。

“你有没有做事，做得好不
好，老百姓心里有杆秤。让群众满
意、让居民有‘安全感’，是我工
作的动力、价值的所在。”王绍龙
说。

【个人感悟】
“党员就要有党员的样子，要

始终牢记入党誓词，做点对党对人
民有益的事情。”

王绍龙：为社区居民勾勒“安全感”

我身边的红色标杆

拉高标杆扬长补短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崔雨） 前天，“我选宁波，我才甬
现”2018 年宁波高校毕业生就业
服务月暨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2019 届毕业生专场校园招聘会在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举行。

当天，来自上海、江苏、北
京、深圳、内蒙古等地的 230多家
用 人 单 位 ， 提 供 了 5000 多 个 岗

位，供 2070 名毕业生选择。记者
发现，不但主招聘会现场人山人
海，而且浙江大学明州医院、南京
朗诗常青藤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等专
场招聘会现场同样水泄不通。

综合大楼四楼学术报告厅是浙
江大学明州医院专场招聘会现场。
下午 1 时开始笔试。笔试满分 100
分，60 分以上进入面试。今年，

浙江大学明州医院创新了考试手
段，让同学们扫一扫明州医院的二
维码，然后通过手机答题。现场，
同学们齐刷刷低头按手机操作。

综合大楼四楼学术空间成为面
试现场。面试官共 5 位，每次 8 名
同学并排而坐，一起面试。题目一
样——自我介绍，包括英语水平、
班级排名、实习情况、选择当护士

的原因、优缺点等。要求 2分钟内
完成介绍，其间，面试官不时提
问。面试成绩满分10分，超过7分
即被录取，现场签订就业协议。

黄婷自我介绍讲优缺点时，如
实讲了她在实习时出过小差错，但
没有出过大差错，面试官频频点
头，称这样诚实的小姑娘不错。

来自台州的潘雅婷笔试取得了
90分的最高成绩，面试成绩超过 7
分，现场签订了就业协议。她对学弟
学妹的建议是，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
人的，面试时要勇敢地讲出自己的优
缺点。

记者发现，这次招聘会还吸引
了不少来自杭州医学院、湖州师范
学院等高校的学生。

招聘会创新笔试方式——

毕业生手机扫二维码答题

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通讯
员吴愉萍） 经专家综合评审，宁
波丰圣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
莲藕、宁波天胜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的番茄等 206个农产品近日被认
定为今年第二批无公害农产品。奉
化萧王庙街道水蜜桃基地被整体
认定为无公害农产品产地。

今年是无公害农产品认定制
度改革的第一年，根据农业农村
部办公厅下发的通知精神，无公
害农产品产地认定和产品认证两
证合而为一，实行产品认定的工
作模式。据介绍，认定制度改革
后，无公害农产品申报更加严
格。不仅原来需要的材料一个都
不能少，而且申报主体增加了产
地环境质量现状说明、生产操作

规程、基地图等。
笔者从市绿色食品办公室获

悉，此次共受理了 212个新认定无
公害农产品的申报，涉及种植、畜
牧、林特等产业，生产主体共计
122 家，产地规模种植业为 2.3 万
亩，畜牧业 7.25万只，林特业 2.65
万亩，种植业和林特业拟新增产地
规模4.95万亩。

经过现场初查、材料上报、县级
初审、现场检查、环境和产品检测、
市级审查和检查员交叉审查等环
节。最终有206个农产品通过审核。

市绿办相关人士表示，改革无公
害农产品认证制度，旨在加快建立统
一的绿色农产品市场准入标准，提升
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地理标志农
产品等认证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206个农产品
被新认定为无公害农产品

本报讯（记者黄合 通讯员
王喆 郑组轩）“白改黑”后的

“四湖连珠”路旧貌换新颜，沿
线原本闲置的荒地、旧房等资源
逐步盘活为驿站、茶室，相应的
基础设施和休闲项目正在火热布
局中……过去这一年，在全体党
员群众的共同努力下，镇海九龙
湖镇留下了美丽的足迹。

“作为村子里外立面改造带
头人和监督员，我天天在施工现
场巡查，眼见着原来的单调白墙
变成了现在极富山村特色的墙
景。”76 岁的秦松国是秦山自然
村首批“党员项目经理”之一，
也是这个发生在九龙湖畔“美丽
党建”故事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今年 3月，为了更好地发挥
党员的示范作用，九龙湖镇率先
在秦山村试点“党员项目经理”
制，把项目管理方式引入基层党
建，把外立面改造、美丽庭院建
设、农村垃圾分类等打包成项
目，由“党员项目经理”负责，
推动“环境美、产业美、人文
美”的美丽乡村建设。

村庄外立面改造，挨家挨户
做村民的思想工作，又将村民的
意见反馈到村里，最终形成共识；
美丽庭院打造，带头指导培训村
民进行花卉盆景种植，改变小生
态微环境；拆除违法建筑，定期开
展巡查，带动村民共商共议，再按

照村规民约建立“黑名单”……
在“党员项目经理”的不懈努

力下，越来越多的村民参与到美丽
乡村建设之中。在秦山村经营民宿
的张莲萍表示，虽说自家民宿已经
请人做过墙绘，但为了配合村庄整
体的提升改造，就重新装修房子和
改造外墙，对外统一打出“美丽九
龙湖”的名片。

“‘党员项目经理’就像是村
民身边的领路人、具体项目的检查
员、村庄建设的参与者。”九龙湖
镇党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党员项目
经理”制不仅让美丽乡村的各项建
设落实到人，而且能够充分发挥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员带着群众
一起干，让“美丽党建”蔚然成风。

与此同时，九龙湖镇已有 400
余名基层党员认领“河长”“路
长”“田园长”“庭院长”等岗位，
定期对责任区块内的水体水质、道
路环境、村居院落和农田林带开展
义务监督管理，发现、上报、处理
河道清洁、道路绿化、卫生死角等
各类环境问题3000余件。

据悉，到 2020 年底，九龙湖
镇将建成 4个“美丽党建”精品村

（社区）、8个“美丽党建”示范村
（社区），全部村 （社区） 建成“美
丽党建”达标村 （社区），每个领
域计划打造 1—2 个新的基层党建
示范点，建成一批特色示范支部、
1条及以上基层党建精品示范带。

为民生实事
请“党员项目经理”
镇海九龙湖演绎“美丽党建”故事

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通讯
员周衍平） 历经两个多月的整
修，徐霞客古道岔路镇区段工程
日前基本完工，昔日荒草萋萋的
古道重放异彩。

岔路镇相关负责人告诉笔
者，整修后的霞客古道把霞客
说、霞客记、霞客足迹、霞客诗
韵、霞客廊等文化元素植入其
中，串起岔路大美山水，还原山
水人文，成为老百姓休闲、养
生、健身的又一好去处。游客漫
步古道时，可以感受到岔路浓厚
的徐霞客文化。

“癸丑之三月晦，自宁海出
西门。云散日朗，人意山光，俱
有喜态……”这是 《徐霞客游
记》的开篇。当年，徐霞客曾两
次自宁海出发，经岔路游历天台
山，为岔路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
产，也使岔路成为徐霞客游线的
重要节点。

据介绍，徐霞客古道在岔路
境内有几十公里，其中穿越镇建
成区的有两公里。由于年久失

修，古道荒草萋萋，只有一个路廊
和一小段路可以勉强通行。此次，
岔路镇投入资金 100余万元，先期
对镇区段约一公里长古道进行修
缮。

路廊、雕像、古桥……让你穿
越时空，仿佛回到 400多年前。修
葺一新的霞客古道及古道周边增加
了不少文化内涵。“霞客足迹”摘
录了《徐霞客游记》中有关岔路景
点的描写；“霞客诗韵”收集了古
人有关徐霞客古道景点的诗词作
品；“霞客风光”分 《古道掠影》

《王爱流云》《桃园春景》《塘孔古
村》《红岩谷》《筋竹庵》《泉声山
色》《冠峰马场》《雪景雾凇》 九
个板块，用精美的图片集中展示
岔路徐霞客游线沿途风光。“霞客
廊”原是古道上供行人歇脚的路
廊。由于年久失修，濒临倒塌。
这次除了按“修旧如旧”原则进行
维修，还在路廊内增设了简要的文
字介绍和 《岔路镇全域旅游导览
图》，方便游客休息和查询岔路旅
游景点。

徐霞客古道岔路镇区段
重放异彩

修缮后的古道一景。 （周衍平 孙吉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