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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洒汗水，铸就人生辉煌
——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民生事之“劳有所得”篇

本报讯（记者易鹤 通讯员沈
） 今年第 9号台风“利奇马”来
势汹汹。7日，省委副书记、市委
书记郑栅洁就防台工作作出批示。
他强调，要尽早部署，提前做好各
项准备工作，各方均应重视，关注
动态，防范在前。

8 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
裘东耀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就防台
工作作部署。他强调，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
求，贯彻全省防御台风工作视频会
议精神，全面进入临战状态，全力
防御超强台风，确保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有序运行。
裘东耀指出，“利奇马”台风

无论是否在我市登陆，带来的狂风
暴雨都将对我市造成严重影响。各
级政府及部门要把防御“利奇马”
台风作为当前工作的头等大事，坚
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切实
按照防台预案，提前把各项防台措
施精准落到实处。

裘 东 耀 强 调 ， 要 立 足 及 早
防、科学防、严密防、全民防，
扎扎实实把防台工作抓紧抓细抓
到位。一要强化预测预报。密切
关注台风动态，严密监测风情雨
情汛情，精准做好会商研判，及

时发布预警信息。二要强化措施
落实。严格落实海上和沿海防台
风保安全措施，及时通知海上船
只回港或转移到安全区域避风，
海上作业人员和沿海、海岛旅游
人员提前转移。严格落实水利工
程保安全措施，加强水库山塘、
海塘堤坝水闸等的巡查检查，提
前做好水库河网的科学预泄预排
工作，确保不漏一个隐患、不留
一处空白。严格落实山洪地质灾
害防御措施，加强灾害易发区、
易发点的 24 小时监测巡查，及时
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严格落实城
乡防台风防内涝措施，全面做好

建筑工地、高空构筑物、农业大
棚、养殖场舍等重点部位、设施
的防风加固，加强城镇低洼地、
地下设施等区域场所的防洪排涝
工作。三要强化责任担当。各地
各部门要全面落实防台防汛责任
制，绷紧“安全弦”、筑牢“安全
堤”，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要靠前
指挥，层层压紧压实责任，强化
值班值守和协作配合，第一时间
向群众发布预警预报信息，第一
时间落实防风防雨措施，第一时
间备好抢险救援物资，坚决打赢

“利奇马”台风防御攻坚战。
陈仲朝、卞吉安参加会议。

我市部署台风“利奇马”应对措施

全面进入临战状态 全力防御超强台风
郑栅洁作批示 裘东耀作部署

本报讯 （记 者徐展新 殷
聪） 昨日下午，2019 宁波市企业
百强榜单正式公布。省委副书
记、市委书记郑栅洁出席颁奖仪
式，并在仪式前与部分获奖企业
家合影留念。

活动现场发布了 4份榜单，其
中 2019 宁波市综合企业百强榜
单、2019 宁波市制造业企业百强
榜单、2019 宁波市服务业企业百
强榜单已连续 15 年面向社会发
布，宁波·竞争力企业百强榜单则
是今年首次设立，开创全国先河。

据了解，2019 宁波市企业百
强榜单由宁波市企业联合会、宁
波市企业家协会、宁波市工业经
济联合会共同制定发布。宁波·竞
争力企业百强榜单根据驰名商标
获得、标准参与制订、专利版权
情况、获奖产品、企业质量管理
等 20项指标设置的权数总分大小
排序，另外 3 份榜单则按照 2018
年企业营业收入排序。

今 年 的 榜 单 呈 现 “ 量 质 齐
飞”的特点。据了解，2019 宁波
市 综 合 企 业 百 强 营 业 收 入 为

15527.04 亿 元 ， 资 产 总 额 为
11880.27 亿元，同比增幅分别为
5.64%和 6.26%，其中营业收入超
百亿元的企业 37家，比去年增加
2 家。制造业的支柱地位尤为显
著，2019 宁波市制造业企业百强
营业收入为8648.56亿元，同比增
幅达16.8%。

榜单“门槛”也继续抬高。
2019 宁波市综合企业百强榜第
100 位的营业收入为 25.08 亿元，
较去年提升 25.28%，制造业企业
百强榜和服务业企业百强榜第
100位的营业收入也实现14%以上
的同比增幅。

此外，今年有 23家企业新入
围榜单，为宁波经济社会发展注
入新鲜血液。

活动现场还颁发了 2019年宁
波市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
奖、2019 宁波市企业家创业创新
奖、第十八届宁波市优秀企业家
等奖项。

施惠芳、陈仲朝参加颁奖仪
式。

（相关报道见第10版）

2019宁波市
企业百强榜单公布
郑栅洁出席颁奖仪式

本报讯 （记者徐展新） 由市
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奇
珠率领的汕尾市党政代表团在甬
考察。昨日下午，省委副书记、
市委书记郑栅洁与代表团一行座
谈交流。

郑栅洁欢迎代表团一行来甬
考察，介绍了宁波在区位条件、
产业基础、营商环境等方面的优
势和特色，期待双方坚持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理念，加强交流，互学互鉴，努
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石奇珠表示，此次考察宁波
收获满满、超出预期。我们将认
真学习借鉴宁波改革发展的大气
魄、大手笔、大作为，全面推进
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宁波方领导宋越舜、施惠芳、
陈仲朝，汕尾方领导李庆新、曹小
华、邬郁敏、余锡群、黎明、林军、林
少文、邱晋雄等参加座谈。

汕尾市党政代表团在甬考察
郑栅洁与石奇珠座谈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张凯凯
通讯员汪玲玲）“利奇马”步步紧
逼，直扑浙江。根据市气象台预
报，“利奇马”（超强台风级） 昨天
20时位于象山南偏东约640公里的
洋面上。到今晨零时，中心附近最
大风力 62 米/秒 （17 级以上）。预
计其以 22 公里左右的时速向西北
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逐渐向
我省沿海靠近，可能于 10 日在我
省沿海登陆，也不排除紧擦沿海北
上的可能。

记者从市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
获悉，昨天 13 时，我市防台风应
急响应已提升至Ⅲ级。

受其影响，昨天东海风力逐渐
增强到 8 至 10 级，东海南部海域
10 至 12 级。9 日到 11 日，我市沿
海海面风力可达 13 至 15 级，台风
中心经过的海域 16 至 17 级，内陆
地区 10 至 13 级。9 日夜里到 10 日
全市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
雨。最大风力出现时段为今天夜里
到明天。

昨天 18 时 05 分，市气象台发
布台风蓝色预警：我市未来 24 小

时内陆风力将逐渐增强到 6 至 8
级，沿海海面风力将增强到9至11
级。

市气象台台长刘建勇介绍：
“宁波这次的最大单点雨量可达
500 毫米，因为考虑到这个台风水
汽条件充分，强度又比较强，并且
经过或紧擦我省沿海时间相对较
长。四明山区、宁海、象山、北
仑，都可能出现单点 500毫米的雨
量。”

除了“利奇马”，目前西北太
平洋洋面上还活跃着今年第 10 号
台风“罗莎”。有关专家表示，“罗
莎”虽然未来趋向日本南部，但它
和“利奇马”互旋形成的双台风效
应，使得“利奇马”的移动路径仍
存在不确定性。

本报讯（记者董娜 通讯员颜
丙纳 邬璟周） 根据台风动态和发
展趋势，昨天，海事部门宣布宁波
沿海进入Ⅱ级防台。

目前，海事部门所有执法和
搜救力量处于待命状态，积极备
战。

截至目前，宁波核心港区所有

码头船舶已经部署避台工作；水上
客渡运航线中石浦—渔山、伍山—
台宁已经停航，东钱湖客船全线停
航，郭巨—六横航线于昨天 15 时
停航，其他客运航线将视风力情况
及时调整。

本报讯（记者何峰 通讯员张
亮 吕琼） 根据《宁波市水旱灾害
防御应急预案 （试行）》，市水利
局迅速行动，降低河网水位、做好
内涝防范、加快水库预泄，8日 13
时市水利局将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
应提升至Ⅲ级，积极落实防范应对
措施。

主要河网水闸全力开启候潮排
水，降低各大河网水位，市区强排
泵站也已做好应急启动准备。姚江
大闸自 7 日 8 时起开始预泄，截至
8 日 17 时，已累计排水 1200 万立
方米，沿江水闸共排水 7000 万立
方米。目前，全市各主要河网水位
处于中低水位。

市排水部门已启动 24 小时值
班制度，全面出动巡查人员，落实
设施检查维修，完善后勤保障措
施，全力防范城区内涝。市本级已

预备强排车 7 辆、应急水泵 119
台、抢险车 24 辆、沙包 2.5 万余
袋、电缆约 2000 米、应急照明灯
125 盏等，10 支抢险队的 200 余名
抢险人员和 100多名后备人员处于
待命状态。

我市各大水库昨天开始抓紧
时间预泄，为有可能出现的强降
雨腾出库容。白溪水库于 8 日 11
时开闸，以每秒 200 立方米的流
量进行预泄。5日起，横山水库已
预泄发电，昨天 14 时 30 分，横山
水库预泄流量为每秒 66 立方米。
皎口水库于 8 日 11 时开启泄洪洞
闸门，以每秒 30 立方米的流量进
行预泄，13 时 10 分增大到每秒
100 立方米。皎口水库开始预泄
后，海曙区防指安排相关单位和
乡 镇 做 好 下 游 河 道 沿 线 检 查 工
作，确保安全。

截至 8 日 17 时，全市 32 座大
中型水库蓄水量8.78亿立方米，自
5 日以来 32 座水库累计预泄 5300
多万立方米。据悉，各水库将根据
降雨预报情况，继续做好水库预
泄。

“利奇马”风力加强为17级以上

昨天11时，皎口水库开闸放水。 （范忠轰 摄）

■■今夜到明天全市有今夜到明天全市有
暴雨到大暴雨暴雨到大暴雨，，最大单最大单
点雨量可达点雨量可达500500毫米毫米

■■我市防台应急响应我市防台应急响应
提升至提升至ⅢⅢ级级

■■3232座水库累计预座水库累计预
泄泄53005300多万立方米多万立方米

本报讯 （记者易鹤） 市委办
公厅、市政府办公厅昨天发出紧
急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从速从
严落实好超强台风“利奇马”的
防御工作，从最坏处打算，向最
好处努力，把台风灾害可能造成
的损失降到最低。

通知强调，思想一定要高度
重视。立足防强台、抗大灾、抢
大险，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经验
主义，把形势估计得更严峻一
些，把问题考虑得更复杂一些，
把防御工作做得更充分一些，严
阵以待、严密防范，确保各项防
台抗台措施落实落细落到位。

通知强调，措施一定要快速
有效。严格按照防台应急预案要
求，强化海上防风、陆上防台、
城市防涝，强化补短板、堵漏
洞、除隐患，深入开展重点部
位、薄弱环节等安全大排查，发
现问题及时整改处置，切实把防
大风、防大雨、防大灾各项举措
落到实处，努力把台风影响降到
最低程度。

通知强调，责任一定要压紧
压实。各地各部门要把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
成效转化为防御台风的强大动
力，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
手”要深入基层、进岗到位、靠
前指挥。要严肃防汛纪律，严格
执行值班制度，遇紧急情况必须
第一时间采取应急处理措施，第
一时间向上级汇报。市、县两级
应急指挥部门和防指办要加强统
筹协调，及时分析汛情趋势，积
极当好参谋。各部门要各司其
职、各负其责，紧密协同、通力
合作。要预置抢险救援力量到预
报重点区域、灾害易发区域，备
足防汛抢险救灾物资，全力做好
抢险救援准备。气象和海洋等部
门要利用媒体和网络，第一时间
把风情、雨情、水情告知市民，
引导广大市民科学防台，提高自
我保护能力。要严格工作纪律，
对组织领导不力、工作失职渎
职、玩忽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
要依法依纪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市委办、市府办发出紧急通知

从速从严抓落实
全力防御“利奇马”

截至今晨1时的超强台风“利奇马”路径预报图。 （据省水利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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