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INGBO DAILYA2 要闻
2019年4月16日 星期二
一版责任编辑/陈 达
二版责任编辑/朱 雯

扫黑除恶

本报讯 （记者包凌雁 厉晓
杭 何峰） 昨天，我市正式入汛。
市防汛防旱指挥部要求各地、各有
关部门未雨绸缪、未旱绸缪，早部
署、早落实、早到位，从源头上管
控和防范风险、消除隐患。

气象部门分析预测，受厄尔尼
诺影响，2019 年汛期我市极端天
气气候事件较频繁，气象灾害偏
重。暴雨过程和暴雨日数均多于常
年，强度偏强；梅汛期降雨偏多，
将出现较明显的降雨集中期；台汛
期将有 2 个至 4 个台风影响我市，
强度偏强；盛夏有阶段性高温热
浪，气象干旱程度中等偏轻；强对
流天气和局地强降雨天气较频繁，
暴雨和短时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地质
灾害气象风险较高。

从2月下旬开始，我市启动了防
汛防台检查和隐患排查工作，围绕
防汛责任制落实、工程备汛状况、防
汛预案方案完善、应急保障情况和
防汛基础保障等方面内容进行逐项
检查，对有防汛任务的乡镇（街道）、
村（社区）检查实现了全覆盖。截至3
月24日，全市共检查区县（市）、乡镇

（街道）、村（社区）及监测预警设施、
重点防洪工程、危化企业、避灾场
所、物资储备仓库等 11046处，其中
原有地质灾害隐患点复查162处，落
实基层防汛责任人18573人。

市防汛防旱指挥部要求，各级
各部门要全力推进防洪排涝行动计
划，进一步完善全市防洪治涝减灾
综合体系。要厘清职责，主动作为
查找问题，落实预案措施，抓好在
建工程安全度汛工作，抓好山洪灾
害防御和城市防洪工作，抓好灾害
预警、应急避险和抢险救灾工作。

另外，记者从市水利局获悉，前
一阶段，水利部门进行了安全度汛大
检查，落实防御重点和措施，全面提
升水利系统水旱灾害综合防御能力。

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全
市已出动 2467 人次，检查各类工
程及单位 3365 个，排查出隐患点
273 个。水利部门对安全隐患及存
在的问题逐一登记备案，建立风险
隐患和薄弱环节清单，并逐一提出
处理措施，制定方案落实整改，确
保安全度汛。

我市昨日正式入汛
据预测，今年汛期极端天气气候事件较频繁，暴雨多于常年

昨天上午，在机场路青林湾大桥下，市供排水集团排水公司开展防汛实地演练。
针对极端恶劣天气增多的现象，排水公司有计划地对中心城区重要路段制定了

详尽的排水一路一预案。此次实地演练提高了排水抢险人员的应急处置能力，以更
好地迎接今年各项防汛排水任务。

（刘波 朱彬彬 摄）

厉兵秣马
备战汛期

连日来，在西坞街道高楼张的
奉化区首座自动液压翻板闸建设现
场，施工人员抢抓时间节点，加紧
打桩建闸，以确保甬新河主汛期分
洪能获得成功。

上月中旬，奉化区水投集团开
工建造这座自动液压翻板闸，堰顶
高2.4米，翻板闸高2.3米，总高度
达4.7米。

（徐华良 余建文 摄）

抢建翻板闸

记者 杨绪忠 通讯员 廖鑫

昨天上午，在连续不间断奋战
12个小时后，宁奉城际铁路方桥站
完成最后一段承轨层施工，标志着
机场快速路南延工程与宁奉城际铁
路共建段取得重大进展。

方桥站位于机场快速路南延工
程施工四标段，受到地质条件变化
剧烈、管线迁改复杂等影响，比其
他几个标段延迟了近两个月才开
工，抢工期的任务紧迫。为了按期
保质保量完工，各参建单位齐心协

力，攻坚克难。“去年冬天，宁波
出 现 罕 见 连 续 40 余 天 的 雨 雪 天
气，我们的进度不仅没减慢，反而
提前 15 天完成 2018 年两个重大节
点目标。从今年春节假期开始，实
现了不停工抢进度；全体管理人
员、工人每天早晨5时30分开始上
岗，冒着严寒，风雨无阻赶进度；
经过连续 300个日夜的奋战，建设
者们众志成城，实现了方桥站承轨
层主体结构的按期完成。”施工四
标段项目负责人说。

“我们一个班组七八十个人，

每天要切割、捆扎 10 多吨重的钢
筋，工作强度非常大。为了激发工
人的干劲，管理方加强了后勤保
障，增添了衣服烘干机、空调等设
备，改善了生活和工作环境，确保
了我们的战斗力。”在现场的钢筋
工杨金华说，为了抢工期，下雨天
在施工现场还特意搭了遮雨棚，坚
持施工抢进度，避免了“靠天吃
饭”耽误工期。

方桥站的攻坚克难是机场快速
路南延工程全线争速攻坚的缩影。
该工程全线总长约18.8公里，北起
鄞州大道，南至奉化岳林东路，采
用“主线高架+地面辅道”的建设
形式，即城市快速路和城际轨道交
通合建于同一高架桥梁，底层为地
面道路，高架二层为宁奉城际线，
高架三层为机场快速路南延主线。
去年一年，通过各方的通力协作，

沿线热力、通信、自来水、燃气等
管线全部完成迁改，电力高压线部
分实现了“上改下”迁改，为工程
建设清除障碍，为项目争速提供保
障。

“当前，全线约有 1600 名工
人、150 余台机械车辆同时投入工
程建设，并在全线各标段设置了倒
计时牌。同时，通过党建联建共
建、预制装配式施工、立功竞赛、项
目管理信息化等措施，全面提高项
目建设管理能力和水平，加速推进
项目建设。”项目建设单位现场负责
人介绍，目前，主线高架桩基立柱等
下部结构施工已基本完成，预制梁
板架设已完成30%，方桥站、琎琳
站、南渡站、大成站四座轨道车站
主体结构施工基本完成。

机场快速路南延工程是连通海
曙、鄞州和奉化三区的省级重点建
设项目，对强化区域融合、提升基础
设施、带动城市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工程建成后，奉化区、鄞南片区将纳
入宁波中心城“半小时交通圈”。根
据项目整体安排，计划全线高架桥
梁于今年年底实现架梁贯通，整体
项目明年下半年完工，与宁奉城际
铁路同步竣工运行。

机场快速路南延：

全线高架桥梁年底将贯通

本报讯（记者董小芳 通讯员
钟法） 昨日上午，市中级法院召开
新闻发布会，公布了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开展一年多来全市法院打击黑
恶犯罪基本情况，并发布了典型案
例。

根据通报，2018年1月至2019
年4月12日，我市两级法院一审受
理涉黑恶案件48件318人 （其中涉
黑案件7件74人，恶势力犯罪集团
9 件 84 人，恶势力犯罪团伙 32 件
160 人）， 一 审 审 结 20 件 142 人

（其中涉黑案件 2 件 29 人，恶势力
犯罪团伙 17 件 93 人，犯罪集团 1
件 20人）；二审受理 7件 74人 （其
中涉黑案件1件28人，恶势力犯罪
团伙6件46人），已全部审结。

据悉，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
展以来，我市两级法院切实提高政
治站位，均成立以院长为组长的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以及由
业务骨干组成的涉黑涉恶案件审理
专职合议庭，并联合市检察院、市
公安局出台关于“套路贷”“恶势
力”认定的规范性文件，统一全市
法院以及公检法之间司法标准。在
审判过程中，既突出打击重点，对
首要分子、骨干成员依法严惩，从
快从严；又对作用较小的从犯、初
犯、偶犯人员依法从宽，做到当宽

则宽。在已审结的 20 件案件中，
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21人。

同时，依法审理过程中充分运
用资格刑、财产刑，以摧毁、铲除
其犯罪的经济基础。在已审结的
20 件案件中，共判处被告人财产
刑合计 596.1 万元，对 3 人判处剥
夺政治权利。此外还协调有关单位
依法查封房产 9 处，冻结存款 850
余万元等。并制定了《关于加强涉
黑恶犯罪案件线索移交的通知》等
文件，规范线索排查移送，组织立
案审判执行业务部门对涉黑涉恶线
索进行拉网式排查。

此外，全市法院主动延伸审判
职能，认真排摸乡镇街道基层组织
等部门的人员有无前科劣迹、失信
行为，累计审查基层党组织发展对

象 369人，对村“两委”班子成员
1037 人、街道党工委兼职委员推
荐人选 55 人进行联审，为开展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把好第一关。余
姚、镇海、象山、海曙、宁海等地
法院向社会公布职业放贷人名录共
计 150名，切实防范黑恶势力向民
间借贷领域蔓延势头。

“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
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人民法院责无
旁贷。”市中级法院相关负责人介
绍，下阶段，全市法院将进一步发
挥审判职能作用，精准打击涉黑恶
犯罪，持续加大对黑恶势力及其背
后“保护伞”的深挖彻查力度，不
断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
展。

依法履行审判职能打击黑恶犯罪

全市法院已审结20件涉黑涉恶案件

拉高标杆扬长补短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

打通断头路

本报讯 （记者冯瑄 通讯员
陈晓众） 昨天下午，市生态环境
局发布空气质量状况报告，前 3
个月宁波的空气质量稳中趋好，
重度及以上污染天为“0”，迎来
了“开门蓝”。

监测报告显示，今年第一季
度中心城区 PM2.5 平均浓度为每
立方米 42微克，比去年同期下降
6.7%；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比例为
87.8%。全市 14 个区域空气质量
达 标 天 数 比 例 平 均 为 87.1% ，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 42 微
克，比去年同期下降2.3%。

“相比去年同期，今年一季度
宁波的污染天多了 1天。”市环境
监测中心相关负责人说，前 3 个
月，中心城区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为 4.30， 比 去 年 同 期 下 降 0.11，
优良率为87.8%。

从大气主要污染物浓度监测
结果来看，今年前3个月，中心城区
PM2.5、PM10 和二氧化硫平均浓度
均呈现下降趋势，二氧化氮和臭氧
两项污染物的浓度略有上升。从全
市范围来看，14 个区域 PM2.5浓度
最低为象山县，为每立方米 32 微
克，最高为江北区、杭州湾新区。

一季度空气质量迎来“开门蓝”
重度及以上污染天为“0”

本报讯 （记者张昊） 昨日，
副市长李关定会见了波兰驻沪总
领事马莱克·切谢尔楚克一行。

李关定对马莱克·切谢尔楚
克一行访甬表示欢迎，并简要介
绍了宁波近期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他说，宁波高度重视与波兰
的友好关系，波兰是宁波在中东
欧地区最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之
一。双方经贸合作始终保持良好

发展势头，去年，宁波对波兰进
出 口 14.4 亿 美 元 ， 同 比 增 长
23.1%，双方的合作前景十分广
阔。希望以总领事先生访问为契
机，鼓励双方企业增进了解，扩
大贸易规模，促进相互投资，同
时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教育、卫
生、旅游、文化等交流合作取得
更多成果，推动双方友好关系不
断向前发展。

市领导会见波兰客人

昨天，鄞州钟裕社区的工作
人员上门为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
提供“刷脸”认证服务。2019 年
度宁波退休人员养老保险待遇领
取资格认证工作近日正式启动，
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退休人员

可 下 载 “ 宁 波 人 社 ” App 客 户
端，借助人脸识别技术完成资格
认证，无需排队、足不出户；对
高龄、病残、上网困难的人员，
由社区安排工作人员上门服务。

（丁安 沈龙梅 摄）

养老保险“刷脸”认证

本报讯 （记者董娜 通讯员
周晓静） 3 月 25 日，柜台宁波债
全国首发，3 亿元额度当天销售
一空。记者昨天从相关会议上获
悉，宁波试点首发经验将向全国
推广。

为 支 持 积 极 财 政 政 策 的 实
施，柜台宁波债选取了有良好发
展前景、有明确预期收益，期限
适中、金额适中的产业土储项目
作为柜台债的承载项目，确保投
资收益和建设形象。同时，针对
柜台债的安全性高、免税优势、
流动性强等特点，市财政部门提
前排摸潜在投资者和投资意愿，
了解需求额度，找准营销对象，
并优先保证个人投资者的投资需
求。对于首发柜台债，工 商 银
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宁
波银行等 4 家承办银行为投资者

提供网点柜面、网上银行、手
机银行等多渠道认购方式，实
现客户一站式签约购买，并在
产品到期后自动将本金或利息
划转至客户清算账户，还推出
债券质押融资和二级做市报价
等多种增值服务。此次债券发
行筹集到的资金用于地方经济
建设和发展，以更好地发挥专
项债稳投资、扩内需、补短板
的作用。

记者从会上获悉，财政部将
认真总结和大力推广宁波等首批
试点城市好的经验和做法，进一
步做好地方债券柜台发行的后续
工作。上半年，财政部还将组织
第二批省市进行柜台债发行活
动，有意愿参与的地方财政部门
或承办银行将加强与第一批发行
城市的经验交流。

柜台债首发“宁波经验”
将全国推广

本报讯 （记者沈孙晖 象山
县委报道组陈光曙 通讯员余丹
旦） 省发改委、省农业农村厅、
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近日
联合发布 《关于省级信用县创建
结果的通报》，象山成功获评第一
批“省级信用县”，是我市唯一入
选的区县 （市）。

近年来，象山开展行业分类
监管，深入推进政务、商务、社
会和司法四大重点领域信用建
设。同时，搭建信用信息共享平
台，归集市场监管、国税等 33个
县级部门涉企信用信息 225 万余
条，包括企业基本信息、荣誉信
息、失信信息等三大类 102 个信
用条目，并在全省首创渔业船舶

安全生产、市场经营户两大金融
征信系统模块。

该 县 积 极 探 索 “ 信 用 + 文
明”“信用+德治”等新模式，营
造守信光荣的社会氛围。象山对
各级道德模范、“最美象山人”以
及各类“好人”实行优先评级授
信、优惠贷款利率的信贷政策，
并发放“善行象山·文明卡”。完
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建立村民
信用档案，将村规民约遵守情况
纳入农民诚信指数考评和乡风文
明指数考评，每季度公布村民道
德红黑榜，每年度评选“道德之
星”。目前，该县农村信用户、信
用村、信用乡镇评定数量居全市
首位。

象山获评
首批“省级信用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