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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六连冠”

本报讯（记者张昊） 小小菜
市场，连着大民生，更是文明之
城的“重要窗口”。为深化文明
城市创建，优化市民生活环境，
从今天起，我市农贸市场、农副
产品批发市场、生鲜连锁超市进
一步开展爱国卫生专项整治活
动，进一步巩固前期整治成果，
着力解决市场环境卫生方面重点
难点问题，让市场内外干净、整
洁、有序、卫生，为广大市民创
造文明健康安全的生活环境。

要让市民菜篮子拎得更舒
心，必须彻底告别市场环境“臭烘
烘、湿漉漉、乱糟糟”。市场主办方
是市场管理的第一责任人。此次

整治要求市场主办方落实“一日
一清洁消毒、一周一大扫除、一月
一大清洁”的卫生清洁制度，彻底
清除积存垃圾和卫生死角，地面
干燥要能见本色，柜台、摊位摆放
整齐有序。经营鲜活水产摊位给
排水、不锈钢杀鱼台、初级隔渣过
滤、隔水墙设施完善。做好建筑物
中央空调通风系统的清洗和消毒
处理，加强环境通风换气，给市民
创造良好的购物环境。

进入炎热高温夏季，市场的
公共卫生设施建设管理需要格外
重视。此次整治将着重落实清扫
保洁消杀制度，加强农贸市场垃
圾分类管理处置，强化下水道、

厕所及摊位内外等关键部位的病媒
生物防制措施，让厕所内无蛛网，
无蝇蛆，市场内外基本无老鼠蝇
蛆、孑孓孳生。

为守护“菜篮子”安全，我市
市场监管部门将以生鲜、冷冻畜禽
肉类产品及水产品为重点品种开展
食品安全大检查，全面排查食品安
全风险隐患。熟食经营场所要求环
境卫生整洁，对档口、案板、器具物
表面，储存食品的冰箱等实施定期
消毒并做好记录。熟食卤味经营商
户必须有防尘防蝇防鼠设施、紫外
线消杀毒设备等硬件，从业人员须
穿戴白大衣、白帽、白口罩上岗。

为提升市场周边市容环境秩

序，我市将及时清理经营场所内外
环境卫生死角、暴露垃圾，规范市
场周边车辆停放秩序，强化市场周
边小餐饮店、小点心店、小作坊等
食品安全管理，同时加大健康知识
普及宣传力度，刊播“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等公益广告，积极倡导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
营造“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
人”的良好氛围。

据悉，市爱卫办、市文明办等
相关部门将对此次整治活动进行跟
踪督查，对整治后出现“回潮”现
象的，将及时移交、限期整改。对
工作滞后、措施不力、整治不到位
不彻底的予以曝光和通报。

农贸市场今起深化开展爱国卫生专项整治

本报讯（记者王博 通讯员
陈霞）前天，鄞州区塘溪镇东山村
的吴师傅从外地回来后，发现村里
整洁了许多。原来，在他外出的这段
时间里，村民自发清扫乡村道路，并
开展了地毯式环境卫生整治。

笔者走进东山村，看到每户人

家门口的分类垃圾桶有序摆放着，都
被擦得干干净净，不时有穿着红马甲
的村民志愿者在清理卫生死角。

上周末，村干部、党员、志愿
者和热心村民，自备扫帚、簸箕、
塑料袋、三轮车，在村里开展环境
卫生大扫除。仅 6 月 14 日一天，就

清理出垃圾 20 多吨。
除了利用双休日搞环境卫生，

东山村还通过新建基础设施，进一
步提升村民的居住环境，助力文明
城市创建。6 月初以来，针对停车不
规范、停车难的问题，东山村统一规
划，新增了 130 个停车位；为丰富村

民文化生活，村里投资 20 多万元的
露天灯光球场预计本月可以完工并
投入使用；村里将今年拆除的 2000
平方米违法建筑地块，打造成户外
儿童乐园，目前已经进入草坪铺设
阶段。

走进东山村，“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和美家风家训”“生命在于
运动”等文明主题墙绘随处可见。为
助力文明城市创建，该村还实施了
墙面美化工程，粉刷墙面近千平方
米，使村内的单调白墙成为弘扬文
明风尚、营造文明氛围的活力载体，
成为村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新建球场乐园 绘制主题墙绘

塘溪东山村村民齐筑文明风景线

本报讯（记者何峰 通讯员
陈莹 张超梁） 昨日，天气闷
热，镇海区庄市街道万市徐村的
农田里，农户正在清理大棚薄
膜、地膜、塑料袋等垃圾。“农
田、河道和林带等区域，往往成
为卫生治理的盲点和死角。连日
来，我们下沉一线开展拉网式排

查，对这些重点区域开展无死角
整改。”镇海区农业农村局相关
负责人说。

上个月开始，镇海区农业农
村局组织人员对农田环境进行大
检查，发现部分村庄存在农业设
施用房堆放杂物、废弃农膜和农
药包装物清理不及时等问题，个

别地方还有生活垃圾倾倒田间等不
文明现象。“目前，已发动所有镇

（街道）、村开展农田环境自查自
纠，我局组织人员抽查重点区域，
整治有问题的点位。”镇海区农业
农村局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科工作人
员介绍，除督促尽快清理农田环境
以外，还指导农户做好垃圾分类工

作。
除了农田，河道和林带也是这次

拉网式排查整治的重点。记者在周林
港边上看到，工作人员正在清理河面
上的水葫芦。“除落实 8 小时动态保
洁外，还要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在现
场忙碌的工作人员说，“比如桥桩下
面的杂物，河道里遗留的水生植物浮
床种植装置等，都要清理干净。”

截至目前，镇海区已清理整治
240 多条河道，查处 16 处问题农
田，查处 8 处问题林带。

镇海拉网式整治农田河道林带

记 者 冯 瑄
通讯员 陈晓众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
比持续提升

通过对 1 号炉、3 号炉技术改
造，对 5 号给水泵电动改汽动等，今
年万华化学宁波热电有限公司投入
8061 万元进行能耗“瘦身”，预计年
节能 3.28 万吨标准煤，约占大榭全
区总节能量的 54%。

以节能改造、落后产能淘汰为手
段，宁波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稳步提
升能源节约利用水平。“我们在高耗
能行业积极推行能效‘领跑者’制度，

全市乙烯、聚氨酯、钢铁、水泥、火电
等行业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已基本达
到或接近国内领先水平，其中镇海炼
化入选国家工信部乙烯行业能效‘领
跑者’。”市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结合“低散乱”块状经济整治提
升等行动，宁波加快电机设备能效
提升和老旧落后设备淘汰，3 年来
累计淘汰落后产能企业 908 家。

统计数据显示，全市单位 GDP
能耗从 2015 年的 0.474 吨标准煤/
万元下降至去年的 0.41 吨标准煤/
万元，累计下降 11%，能源利用率持
续提高。

持续推进清洁能源替代，加快
可再生能源发展，是能源结构迈向
绿色化的有效途径之一。在慈溪龙
山镇北部 1800 亩滩涂上，连片的太
阳能发电板排列整齐，场面十分壮
观。这是慈溪正态新能源有限公司
投用的 120 兆瓦渔光多能互补太阳

能光伏发电项目，该项目预计年发
电量 13611.9 万千瓦时。

近年来，慈溪百益 110兆瓦渔光
多能互补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大
唐乌沙山电厂厂区 35兆瓦光伏发电
项目、象山鹤浦 30 兆瓦农光互补光
伏发电项目等一批可再生能源项目
相继建成。截至去年，全市可再生能
源装机总容量为314.58万千瓦，可再
生能源累计发电量 48.30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20.45%，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提高至5.98%。

天然气在居民、工业、汽车、供
热等领域应用比重逐步增加。通过
持续推进“煤改气”，全市已建天然
气管道 7000 多公里，2019 年天然气
消费量达 26.9 亿立方米。

建筑交通抢贴绿标签

“家里不需添置热水器，龙头一
开，管道热水就来了，一家三口每年
花的热水钱只要 1000 多元！”日前，
奉化城区中央花园小区住户开始享
受到新能源供热的便捷。该小区是
奉化第二个大规模采用“太阳能+
空气能”集中式供应管道热水的高
层住宅小区，目前已有 800 多户业
主在使用，占到已入住业主的 80%。

新能源供热是绿色建筑的发展
方向之一。近年来，我市全面推行绿

色节能建筑。通过推动建筑能效提
升、开展民用建筑节能审查，全市新
建建筑中达到绿色建筑标准的比例
100%。截至目前，累计新建绿色建
筑面积 1.1 亿平方米。

在居住日益绿色化的基础上，
随着低碳交通体系的不断完善，越
来越多的居民开始选择低碳出行。
宁波积极构建与地铁接驳的零换乘
公交站点，做好与地铁客流的无缝
衔接。通过新辟和优化调整，市公交
总公司与轨道交通有衔接的公交线
路累计 134 条，占全公司总线路近
七成。继续加快新能源汽车发展，到
今年年底，中心城区公交车基本使
用新能源或清洁能源。

加快打造海上“绿色”丝绸之
路。宁波舟山港成为国内首个集装
箱进出口全程“无纸化”港口，每年
可降低物流成本 1.5 亿元，节约纸张
6300 万张，减排二氧化碳 4.4 万吨。

低碳生活成为新风尚。目前，我
市城镇垃圾分类实现全覆盖，农村
生 活 垃 圾 分 类 收 集 覆 盖 面 达
88.5%，城镇资源化利用率达 86%，
无害化处理率达 100%。我市相继引
进世行贷款、赠款项目，通过 PPP 模
式完成集垃圾焚烧、厨余垃圾、餐厨
垃圾于一体的静脉产业园区建设，
成为全国首个拥有完整生活垃圾分
类处置设施的城市。

低碳发展，守护宁波的“蓝天幸福”
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作为东南沿海重要的制造业基地，

宁波碳排放量较大，低碳建设刻不容缓。如何加快低碳发
展，守护宁波的“蓝天幸福”？记者从市生态环境局了解
到，近年来，从工业生产到百姓生活，从城市到乡村，以低
碳城市建设为契机，围绕低碳产业、低碳能源、能效提升等
重点领域，宁波通过持续探索沿海制造业强市的低碳发展模
式，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持续迈向低碳化、绿色化。

昨天，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3091 名 2020 届毕业生，参加了一
场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的毕业典礼暨
毕业生特别成就表彰大会。

在校内的综合楼礼堂，校领导
分别为 300 名毕业生代表拨穗正
冠、颁发证书。典礼现场，5台摄
像机将即时画面，通过钉钉平台，
让其余毕业生在云端全程感受毕业
典礼的热烈气氛。

由于受疫情影响，该校今年毕
业典礼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新模
式。 （严龙 傅祖栋 摄）

我们毕业了

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员
陆明光 周瑾） 前天，市公安局召
开全市公安机关安全隐患大排查大
整治动员部署会议，对危化品运输
等重点车辆的排查整治工作作出专
题部署。

温岭槽罐车爆炸事故震惊全
国。6 月 14 日全市公安交警视频调
度会召开以后，各地交警部门依据
职责，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开展全面
排查工作：对辖区内“两客一危”
重点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情况进
行“地毯式”检查，查看企业动态
监控措施是否落实到位，列出问题
清单、制定整改措施；依托路面警
力，启动全市 102 处预警卡口，对
路面上的重点车辆进行严管，发现
交通违法行为立即进行处置。

目前，我市“两客一危”车辆
保有量为 55036 辆。

作为我市危化品运输集聚区的
镇海，目前进出的运输车辆日均达
到 6000 辆。连日来，当地交警部

门开启不间断巡查模式，所有重点
车辆在进出镇海前需向当地交通运
输安全稽查大队进行备案，由专业
人员进行线路规划并发放通行证。
同时，对辖区 36 家危化品运输企
业进行安全检查，对超载超限车辆
进行查处，还通过专用平台对车辆
行驶路线进行监控。

在江北，当地交警部门主动联
系其他职能部门，联合开展隐患排
查工作，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截至 6 月 14 日下午 5 时，江北辖区

“两客一危”重点车辆年检率、报
废率和违法处理率全部“清零”。

在鄞州，交警走进危化品运输
及使用企业开展安全检查，核实重
点车辆、驾驶员信息，检查相关登
记台账、安全措施落实情况，进一
步强化重点车辆源头管理。

另据了解，今年 4 月以来，全
市公安交警部门已查处危化品运输
等 重 点 车 辆 各 类 交 通 违 法 行 为
1600 起。

我市全力排查整治
危化品运输等重点车辆

本报讯（记者陈朝霞 通讯员
王超 励林） 前天，海曙区发改局
办公室主任祝松鹤来到鼓楼街道秀
水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为 6 个“支
部建功”项目提质“把脉”建言。
而后，他还会同城管队员、社区干
部等对老小区公共部位堆放等问题
进行联合执法。

祝松鹤的另一个身份是秀水社
区“一线书记”。6 月 13 日，海曙
区直机关 （单位） 党组织与鼓楼街
道社区党组织结对共建，来自海曙
区发改局、团区委、区机关事务
局、南站综管办的 5 名年轻干部成
为第一批鼓楼街道“一线书记”。

“一线书记”是鼓楼街道为进
一步推进党建结对共建而设立的新
岗位。协议书上，“一线书记”需
完成每月不少于一天进社区指导工
作，帮助解决一个社区难题等“七
个一”的工作任务。

“机关单位和社区各有特点，
深入基层去贡献自己的力量，能取
长补短提升自己。”在当天的结对

仪式上，拿到“一线书记”聘书的
海曙区金融服务中心综合管理科科
长王涛这样表示。

近两年来，鼓楼街道为共建基
层党组织，推进基层治理创新，一
直在搭平台聚资源上下功夫，通过

“红色联盟”引领，汇聚辖区 70 余
家企事业单位资源力量，为基层发
展献智献策献力。“与其他‘红色
联盟’单位共建不同，这次共建的
单位日常联系多、了解更深入，为
下一步工作开展奠定了很好的基
础。”鼓楼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社区治理出点力的想法一
直有，这对我们而言也是契机。”
结对仪式后，召开了结对共建第一
次供需对接会，机关 （单位） 党组
织负责人、各社区书记、“一线书
记”就社区基本情况和需要合作的
项目、工作进行了交流。社区代表
表示，希望共建单位从不同的视角
为社区建设建言，多为老小区改造
等重点工作提建议，进一步提炼社
区精神、提升社区品质。

海曙区直机关干部
成为社区“一线书记”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余姚市
委报道组谢敏军 通讯员徐燮彪）
为规范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保
障农民合法权益，余姚出台了《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实施办法（试
行）》（以下简称《实施办法》），将于
7 月 1 日起试行，试行期 1 年。

《实施办法》 中的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是指在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村庄规划、生态保护规划中确
定为工业、商服等经营性用途并经
依法登记的集体建设用地，不包括
居住用途的集体建设用地。同时，
入市地块须位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确定的城镇扩展边界外。

在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余姚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按照依法、自
愿、公平、公开的原则入市。入市
主体将一定年限的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使用权让与土地使用者，由土
地使用者根据合同约定支付土地出
让金 （租金）。

《实施办法》 明确，使用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的项目原则上为整

体经营的工业、商服、旅游、民宿
等项目。可整体转让，但不可分割
转让。禁止房地产开发或变相开
发，实施用途管制和处置。

“梁弄镇、牟山镇各有一宗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7 月后拟筹备直
接入市，分别开发民宿、农家乐项
目，目前相关事宜正在加紧对接
中。”余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
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

据介绍，该市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 （出租） 采用招
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公开交易。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年
限不得超过国家规定国有建设用地
同类土地用途的最高年限，使用权
出租年限最长不得超过 20 年。

“这是一次重大制度创新，赋
予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建
设用地同等进入土地市场的权利，
在制度上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
转打开了通道，为构建城乡统一的
建 设 用 地 市 场 迈 出 了 实 质 性 步
伐。”余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

余姚将试行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本报讯（记者黄程 江北区委
报道组张落雁 通讯员王溪）如何
讲好慈城故事，将慈城深厚的历史
底蕴转化为文化生产力？如何把慈
城打造成 5A 级景区，更好地进行景
区运营和营销？日前，江北区政协在
慈城镇布政房开展“委员议事”区长
与委员面对面协商会，共谋慈城古
县城开发保护，助力千年慈城复兴。
经过 3 个半小时的协商讨论，会议
就保护利用、发展定位、目标导向、
政策支持、功能平台和营销推广等
方面达成协商意见。

协商会现场，十余名委员就古
城保护开发所涉及的各方面问题提
出了意见和建议，江北区相关部门

负责人当场予以答复。
据了解，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

里，慈城古县城“人气、文气、商气”
持续提升，眼下正朝着“创建国家级
文旅融合示范区”的古城复兴目标
前进。上月在慈城举行的“古城复兴
在浙出发”活动中，江北提出目标，
力争把慈城打造成浙江省‘千年古
城’复兴计划先行示范区。

“‘委员议事’面对面协商，聚焦
大事要事，展现了良好氛围，提出了
务实举措。”江北区委有关负责人表
示，针对委员们提出的建议，各相关
部门将认真梳理，逐一研究，切实把
协商成果体现到今后的实际工作中
去。

江北“委员议事”
助力千年古县城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