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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冯瑄 通讯员佳
惠）“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作为长江经济带的“龙眼”城市，
宁波积极参与长江经济带建设。记
者昨天从市生态环境局获悉，我市
全面启动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问题
大排查和整改。

“我们要以此次排查和整改为
契机，全面提升宁波水污染治理水
平，进一步改善城市水环境。”市
生态环境局水污染治理处相关负责
人介绍，按照此前多部门列出的相
关清单，此次排查和整改重点针对
城镇污水垃圾、化工污染、农业面

源污染、船舶污染和尾矿污染以及
侵占岸线、建坝占湖、违规倾倒固
体废物等问题。

按照整治要求，在城镇污水垃
圾治理上，我市将推进县城、建制
乡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和配套管网
建设，推进城镇污水处理厂清洁排
放改造工程。城市和县城生活垃圾
无害化处理率将超过90%。完成工
业园区“污水零直排区”建设。

化工产业污染防治是此次排查
和整治的一大重点。我市将实行
严格的重化工企业市场准入，进
一步提高化工企业入园率，加快

推进建成区内重污染企业搬迁，
到今年 12 月初将依法取缔、撤销
不符合有关规划、区划要求，或
者位于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
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以及其他环境敏感区域的化
工园区。

加强海洋污染治理也是此次排
查整改的重点之一。在加强水产养
殖集中区域水环境监测的同时，我
市将严控船舶污染物排放，加快推
进岸电等基础设施建设与改造，重
点港口五类专业化岸电设施覆盖率
超过60%。此外还将加强入河排污

口排查整改提升，力争 6 月初完
成。今年年底基本完成违法违规岸
线利用项目清理整治。

此次排查和治理范围还将尾矿
库污染纳入其中。今年起，我市严
禁在主要河流干流、支流岸线的 1
公里范围内新 （改、扩） 建尾矿
库。市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将
实 行 严 格 的 尾 矿 库 建 设 项 目 准
入，力争今年 12 月初对没有生产
经营主体的尾矿库和位于自然保
护区、风景名胜区、基本农田保
护区、饮用水源保护区内的尾矿
库完成闭库。

出重拳排查整治长江经济带生态问题
■至12月初，我市将依法取缔、撤销不合规或位于环境敏感区域的化工园区
■严禁在主要河流干流、支流岸线的1公里范围内新（改、扩）建尾矿库

本报讯（记者殷聪） 我市招
投标改革再现新模式。记者从市
公共资源交管办获悉，我市近日
已在部分建设工程项目招投标中
试行“评定分离”制度，将定标
权重新交还给项目业主，进一步
落实中央“放管服”改革精神。

招投标“评定分离”，即将
评标和定标作为相对独立的两个
环节进行分离。评标委员会负责
评标，给招标人提供全面、公正
的专业意见，向招标人推荐一定
数量的定标候选人。招标人负责
定标，在评标委员会评审和推荐
基础上，根据招标文件规定的程
序和方法进行定标，确定中标
人。

据介绍，目前各地普遍实施
的招标投标管理办法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招标人在资格审查、评
标、定标等环节的权利，而将实
质上的定标权交给临时组建的评

标委员会与抽签摇球，致使招标人
对项目责任意识严重弱化，有些甚
至成了“甩手掌柜”。与此同时，
个别评标专家也存在打分不公、权
力寻租等情况，投标企业围标串标
现象禁而不绝。

为改变招投标权责错位、监管
困难的现象，我市推出的“评定分
离”改革，将进一步强化建设单位
工程质量“第一责任人”的地位，
更好地抓好工程项目管理。与此同
时，推出“评定分离”改革将破除
评标专家“权力大、责任小”的权
责不对等地位，充分发挥评标专家
的专业技术优势，让专业的人干专
业的事。

“按照计划我们将根据试行情
况，会同相关单位进一步总结经
验，堵塞漏洞，更好地营造招投标
市场环境，为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贡献力量。”市公共资源交管办相
关负责人说。

还权于项目业主

招投标试行“评定分离”

本报讯（记者龚哲明 通讯
员黄爱琴） 昨日下午，宁波大学
黄庆苗楼 302 报告厅内座无虚
席，师生们聚神聆听市律师协
会会长叶明关于“法律人与律
师梦”的精彩演说。这是“宁
波名优律师大讲堂”首次开进
高校。

“宁波名优律师大讲堂”由
市委法治办、市普法办、市司法
局和市律师协会共同设立，是一
个集专业性、普及性和公益性于
一体的法律普及新平台。

“宁波名优律师大讲堂”开
设了律师行业专业培训、法治

文化宣传和法律专业知识、安全
风险防范意识等教育普及三大板
块，围绕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法
治建设中的有关重点领域和热点
问题开讲。首批主讲人由我市 15
名领军型律师和 15 名骨干型律师
组 成 ， 今 年 全 市 将 安 排 26 场 讲
座。

“宁波名优律师大讲堂”除进
高校外，还将深入各开发园区、乡
镇 （街道）、大型企业以及科研院
所开展巡回演讲活动，并与新闻媒
体、宁波“天一讲堂”、宁波市党
员干部学习网等合作，举办讲座等
各类活动，扩大普法传播面。

“宁波名优律师大讲堂”
首进高校

昨天下午，家住海曙区西门街道高塘花园的王奶奶饶有兴致地下起
垃圾分类游戏棋。当天，高塘小学党员志愿者带领小学生，与北郊社区
的志愿者一起，开展垃圾分类劝导和入户宣讲等活动，向居民发放了

《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手册》，宣传垃圾分类立法知识，并向居民送
上了由该校学生设计的垃圾分类游戏棋，在游戏中传递垃圾分类知识。

（胡建华 陶宁 摄）

做个趣味游戏 学会垃圾分类

昨天，阳光明媚，中山公园春色满园，玉兰花争奇斗艳，并已进入盛放期，成为一道亮丽的城市风
景。 （记者 周建平 摄）春色满园

本报讯 （记者王岚 通讯员
王力平 张良）“今天洗晒了吗？”
近几天，这句话成了很多“马大
嫂”见面时的问候语。昨天是宁波
连续放晴第四天，记者从市供排水
集团了解到，中心城区的自来水日
供水量也跟着晴天连续攀升，日用
水量直逼130万吨。

从去年年底起，甬城一直阴雨
绵绵，导致家庭日常洗晒成了“大
难题”，城区用水量较往年有所下
降。来自市供排水集团供水调度
中心的数据表明：1月 26日至 2月
25 日 ， 集 团 平 均 日 供 水 量 为
107.36 万 吨 ， 比 去 年 同 期 平 均
109.92 万 吨 有 所 下 降 ； 元 宵 节
后，中心城区日用水量在 110 万
吨左右，接着慢速上升至 120 万
吨；随着天气放晴转暖，市区用水
量出现明显上升，其中 3 月 10 日
127.36万吨、11日129.66万吨、12
日129.04万吨，比去年同期平均值
增加5万吨。

目前，市供排水集团自来水日
供水能力为 150万吨，2018年最高
日供水量已达141.68万吨。为确保

市民在用水高峰来临时能正常用
水，集团正积极从设施维护、优化
调度、工程建设等各方面予以保

障。
宁波智慧供水系统已正式投入

试运行，这个平台能实时感知供
排水集团管辖的 1530 平方公里服
务区域内，4500 多个各类重要供
水设施、大口径供水管网流量、
水质等信息，还能合理控制管网
运行压力，减少自然爆管次数。
如发生供水故障，平台能迅速根
据系统报警，精确发现故障点，
测算影响范围，进行预警提示，
并以电子工单形式就近落实开展
定位抢修。

横街镇溪下水库西侧的桃源水
厂建设工程，趁着好天气正加快推
进。据悉，供排水集团 200多名施
工人员加班加点施工，最大限度抢
进度。目前，桃源水厂主体工程进
入攻坚阶段，相关设备全面进场。
桃源水厂建成后，市供排水集团日
供水能力将跃升至 200万吨，将大
幅优化城市供水格局，缓解全市的
用水压力。

天气晴暖催动市民“洗刷刷”

中心城区日供水量直逼130万吨

图为桃源水厂建设工程正加快推进中。 （王岚 张良 摄）

本报讯 （记者王岚 通讯员
张昊桦 周信恩） 昨天，江北区北
外环沿线绿地上飞起两架无人机，
开始场地“巡逻”。它们的任务是
通过自带的“天眼”，采集绿地上
的所有信息。不一会儿，地面工作
人员的电脑操控平台上，新增了大
量区域航拍图。这是江北区开展的
无人机绿地测绘工作一幕。

为精准摸清辖区绿地家底，促
进数字城市建设，江北综合行政执

法局在全市率先引入无人机开展绿
化电子化测绘。测绘范围北至保国
寺，南至姚江北侧，西到机场高
架，东到 329 国道，面积约 400 万
平方米。

现场专业人员陈斌介绍，通过
“人机”组合模式生成相片组之
后，技术人员会把搜集来的图片数
据导入特定系统，由此生成三维模
型等素材，进而提取管理部门所需
数据。

据介绍，绿地测绘除了丈量绿
化面积，记录树木种类、数量，还
要测绘公园铺装、管理房等市政设
施，内容十分繁杂。以往人工测
绘，只能以表格形式逐一清点、测
绘和记录，不仅要耗费大量人工和
时间，还容易出现差错。

“如今绿化普查效率大为提
高，智能化的数据存贮模式，还方
便后期的存档和检查。”陈斌以北
外环沿线绿地为例说，公园大约有

6万平方米，以前完成全部测绘需
要15个工作日，如今只要5天。

江北区整个无人机绿地测绘工
作预计5月底结束。

江北率先使用无人机测绘绿地
可记录每棵树的品种位置和大小

本报讯（记者杨绪忠 实习
生励杨宁 通讯员廖鑫） 昨天下
午，记者从全市住房城乡建设工
作会议上获悉，今年，我市将从
城市有机更新、城建项目攻坚破
难、海绵管廊建设等方面发力，
使城市品质建设获得新突破。

打造城市有机更新“宁波样
板”。今年将出台城市有机更新
工作方案，探寻适合宁波实际的
有机更新运作模式和路径，助力
推进全市城中村改造三年行动计
划。启动“天一商圈”周边商业
街区“微更新”，统筹推进低效
空间、既有历史公建、生态系统
等专项更新，结合街区整治加快
立体停车设施布局，探索更有集
聚力、吸引力、集文脉商脉于一
体的城市有机更新模式。

城建品质项目破难提速。实
施“一项目一方案”，完成 120
亿元年度投资。加快在建“三路
一桥”、环城南路西延等 53公里
快速路建设，基本建成机场快速
路南延高架主体结构，推进鄞州
大道快速路、秋实快速路等项目
前期，确保建成快速路 20 公里

以上。提速建设首南东路、云飞路
三期等 10 余条主干道路，基本建
成三官堂大桥和中兴大桥主体工
程，全力推进西洪大桥及接线工
程，开工建设新典桥等跨江通道。
全力实施绿道贯通工程，打通三江
六岸绿道断点，全年新建成绿道
140公里以上。

海绵管廊建设争创一流。高品
质完成试点区 30.95 平方公里 161
个海绵项目建设，打造“二湖二山
一校一轴线”慈城新城海绵示范样
板，形成可推广的海绵城市建设

“宁波模式”。
今年，我市还将聚焦“关键小

事”，在提升住房民生福祉上谋求
突破。探索创新老旧小区整治改造
长效治本之策，引导老旧小区改造
由政府主导向业主主导转变。全年
确保完成 100万平方米以上老旧小
区改造、60 个“污水零直排”小
区改造，同步推动小区电梯加装、
垃圾分类、停车位改造、建筑外墙
使用安全保险、电梯综合保险等工
作取得新成效。同时，还将全域统
筹构建住房保障体系、稳步有序实
施棚户区改造。

快点，再快点，
甬城品质提升只争朝夕
将完成120亿元年度投资，完成100万平方米
以上老旧小区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