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镇海区坚持“科学治水、铁
腕治水、全面治水”，以“污水零直排区”
创建为主要抓手，累计投入 34 亿元，持
续提升水环境质量，率先实现行政村生
活污水治理全覆盖，捧得“大禹鼎”，成为
全省首批“污水零直排区”，入选省生态
水环境示范试点名单，2020 年市控及以
上断面浓度均值功能区达标率 100%、优
良率 80%，全区水质达到整治以来最优水
平，治出了绿水青山，治出了百姓口碑。

市政协副主席、镇海区委书记林雅
莲表示：“生态环境改善任重道远，我们
要以成功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为新起点，强化问题导向，标本兼治、水
岸同治，升级打造‘污水零直排区’，展现
水清、岸绿、河畅、景美的现代化滨海大
都市重要核心区的崭新面貌。”

系统谋划、一体推进。突出整体治
理，统筹治标与治本、陆域与海域、河面
与岸上、面上与重点，结合全域产业治理
和城中村改造，编制实施水生态环境和
海洋环境保护规划，启动水质提升三年
行动，切实抓好“五水共治”和“蓝色海

湾”整治，今年实施 32 个项目，投入资金
超 17 亿元。突出源头治污，开展全流域
动态排查，列出问题清单，联动推进工业
企业污染和农村面源污染整治、畜禽养
殖污染防治、农村生活污水和垃圾治理、
生态修复等工作，重拳整治源头污染。突
出风貌提升，大力推动水系贯通、绿道成
网，串联沿线城市公园、郊野公园、口袋
公园，加快打造以甬江北岸为重点的滨
水岸线，建设更有美感、富有动感的城市
公共开放空间。

聚焦重点、补齐短板。从严从实抓好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整改任务，实施后海
塘区域管网建设、雨污分流改造等基础
设施提升工程，分类整治 78 个沿海（江）
排口，确保问题按期销号、逐项清零。加
快北区污水处理厂三期、镇海污水处理
厂提标改造、石化区尾水深海排放管项
目等建设。推行排水管网一体化管养，全
面排查管网破损、错接、混接等问题，着
力解决“重建轻管”现象，投资 2900 余万
元对招宝山、庄市区域 29 个老小区实施
雨污分流改造，投资 9500 余万元推进澥

浦、庄市片区农村截污纳管改造。持续深
化垃圾、厕所、污水“三大革命”，收集纳
管农村垃圾归集点污水，新建、改造农村
公厕 66 座。试点推广农田氮磷拦截沟项
目，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加快海塘安澜工
程、清水浦泵站等一批重点民生水利工
程建设，提标加固 12.6 公里一线海堤，清
淤修复 16 公里河道，整治一批低洼易涝
点位。

数字赋能、长效常态。推进“生态环
境一张图”建设，迭代升级智慧环保系
统，打造智能管用的数字化治水场景应
用。全面推广水污染溯源系统，加强综合
执法力度，坚决打击偷排、漏排污水和破
坏水生态的违法行为。建立河长圈设置
体系，推进“河长制”提档升级，严格在线
考评、月度排行、动态管理，构建问题及
时发现有效解决的闭环机制，提高巡河
实效。加大宣传教育力度，通过党员带
头、监督巡访、志愿服务、推行绿水币、媒
体曝光等方式，提升群众环保意识，调动
参与治水积极性，形成全民治水、合力治
水的浓厚氛围。

拉高标杆坚决打好治水提升战 当好生态文明建设先行示范区
——访宁波市政协副主席、镇海区委书记林雅莲

九龙湖镇党委书记徐洪涛：九龙湖镇将始
终坚持“一把手”抓治水，深入推进“冬春季水环
境治理攻坚战”，围绕“全覆盖、治源头、提水质”
的总要求，着力解决河湖管理保护难点、热点和
重点问题；强化落实河长“管、治、保”第一责任，
不断推动治水常态化、机制长效化，打造“水清、
岸绿、流畅、景美”的美丽九龙湖，努力争当治水

“排头兵”，助力乡村振兴，为镇海打造品质强区
贡献九龙湖力量。

澥浦镇党委书记王志江：澥浦镇将始终坚
持对污水“零容忍”、抓治水“零懈怠”，围绕截污
纳管、源头管控、规范排水三个重点，深入推进

“冬春季水环境治理攻坚战”，全力推动治水工作
向纵深推进，争当治水尖兵。

招宝山街道党工委书记彭鲲：按照“绿水兴
城，治水惠民”的工作理念，坚持“一把手抓治
水”，强化“河长制”履职，狠抓源头管控。重点将
以省级美丽城镇样板创建为契机，结合老旧小区
片区化改造，高标准推进后海塘片区生态湿地和
基础设施改造，补齐雨污分流、积水排涝的短板，
筑牢海洋生态红线，创建美丽河湖，不断提升辖

区水体质量，让城市更宜居、环境更灵动。
蛟川街道党工委书记刘波：按照“污染在水

上，根源在岸上”的治水思路，针对本街道情况，
着重加强对已雨污分流村庄承租户、商业街区生
活污水、餐饮油污水乱倾倒与私接雨水窨井的治
理；对建成的污水管道落实持续密封性能的维
护；对住宅小区阳台污水进行规范纳管，最大限
度地控制污染物对河道水体的侵袭，促进河道水
质持续提升。

骆驼街道党工委书记梅海平：骆驼街道以
“河长制”为抓手，切实落实好街道、村社区两级
河长的“管、治、保”河长责任，通过源头治理、水
岸同治、管治并举，纵深推进水环境治理，以点带
面构建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烟雨江南风情
线，将骆驼建设成宜居、宜业、宜游的品质街道。

庄市街道党工委书记金燕：庄市街道为深
入推进“五水共治”工作，以沿河涉水违建的查处
和拆除为重点，联动推进畜牧关闭、小城镇环境
综合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实现治拆联手、以拆
助治，不断提升辖区群众生活品质，努力营造更
多更好更优的生态、宜居和绿色的滨水发展空
间。 （王博）

乡镇街道负责人谈治水乡镇街道负责人谈治水

坚决打赢冬春季坚决打赢冬春季坚决打赢冬春季

环境治理攻坚战环境治理攻坚战环境治理攻坚战

NINGBO DAILY6 时评/特别报道
2021年4月16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杨继学
责任编辑/朱 雯 李国民

卢玉春

“下面，我简单汇报一下……”
“由于时间关系，我就简单汇报这
些。”最近，参加一个年度工作会
议，会议提前告知：每名发言者，
时间控制在 8分钟以内。结果，有
的同志滔滔不绝，足足讲了 20 多
分钟。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开场
说“简单汇报”，与会者左听右
听，以为下句话该结束了，结果还
是没完没了；索然寡味的发言后，
他还说“就简单汇报这些”，真让
人受不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整治会风文
风，力度不可谓不大。但实事求是
地讲，有些会还是时间长、质量
低：讲的人有讲没讲、有口无心，
听的人有听没听、无动于衷。不少

会议老一套、没亮点：主题不突
出，安排不紧凑，发言无新意。

这些老问题，到现在还多有发
生，主要是因为：一是筹备者有问
题。开一个会议，要达到什么目的
不明确；多少人交流发言、总时间
是多少毛估估，有时只能“开到几
时算几时”了。二是主持人有问
题。会议主持人的主要职责是“穿
针引线”，无论是开场白还是结束
语，不宜讲太多话，半天进入不了
主题或半天结束不了会议，有的还
临时穿插无关紧要的内容，极不适
宜。三是发言者有问题。这是最
容 易 把 “ 短 会 ” 开 成 “ 长 会 ”
的，主要有几种表现：自始至终
念稿子，头都不抬一下，难得与
听者互动；发言水分太多，感谢这
个感谢那个、在这个领导下在那个
重视下……穿衣戴帽的话一大堆；
无视会议规定，严重超时，絮絮叨
叨，让人昏昏欲睡。

开次高质量的会议不容易，不
仅需要主办者精心策划，也需要与
会者用心准备，二者缺一不可。

一方面，不要“程序死板”。筹
办会议要以有效为目的，以开短会
为要求。改进会风，首先要从一成
不变的死板程序改起。1942 年 2
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讲演了

《反对党八股》。他指出：“不但文章
里演说里有党八股，开会也有的。

‘一开会，二报告，三讨论，四结
论，五散会’。假使每处每回无大无
小都要按照这个死板的程序，不也
就是党八股吗？”能够牵头组织开会
的，一般不是上级部门，就是各级
领导，“会议党八股”害莫大焉，不
仅影响机关、领导的形象，更浪费
与会者抓落实的时间。

另一方面，不要“念稿子”。
在一些重要会议场合，像党代会、
人代会等，照稿念，显得庄重严
谨、标准规范，是应该的。但有些
会议，像问题商讨会、经验交流
会、建议征求会、思想汇报会，还
有一些内部会、通气会、务虚会，
都可以不念稿，有什么讲什么，不
必绕弯子。

举两个李克强总理参加会议的

例子。一个是他自己带头不念稿子
的：2015年11月，他出席政协十二
届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时任全国
政协主席俞正声说：“总理刚才的
报告，对中央关于‘十三五’规划
的 《建议》 作了深入浅出的阐释，
而且完全没有念稿子。”另一个是
他要求别人不念稿子的：2018年 1
月，他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社会
各界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 （征求
意见稿）》 的意见建议。“黄渤同
志，你的稿子我已经看过了，请你不
用念稿子，直接提问题”，听了总理
的要求，演员黄渤回答：“好的，我
不念稿子。不过背台词是我的专
业。”总理笑着说：“确实，不过我还
是希望你接下来的发言不是‘背台
词’，而是真正讲问题、提建议。”

即使是务虚性会议，最终目的
也是解决问题。倘若不解决问题，
开会多少、会长会短、念稿不念稿
等就没啥意义。而精心做好会议的
各项准备工作，并严格按照议程进
行，就是在为提高会议效率、利于
解决问题打基础。

“简单汇报一下”咋成了没完没了

马涤明

4月14日，货车司机赵洪军驾
驶一辆限载 49 吨的货车从山东到
广东佛山运货。一路途经多个检测
站均未被超限处罚。经过广东清远
时，执法人员称重时发现超重情
况，要扣车处理。赵洪军多次与执
法人员沟通请求复磅未果，无奈之
下选择自残后得以复磅，结果显示
不超载 （4 月 14 日北京头条）。

据此前中国江西网报道，当事
司机称，其从山东出发，沿路经过
江苏、安徽、江西，再经广东英
德，共通过 5个检测站，均未被超
限 处 罚 ， 在 英 德 检 测 的 是 49.66
吨，到了清远就多了 700 多公斤，
变成了 50.24 吨。由此面临扣车、
500元罚款、记3分的处罚。

赵 洪 军 怀 疑 称 重 数 据 “ 过
大”，请求复磅，但现场交通执法

人员表示称重只能操作两次；赵洪
军请求“再磅一次，如果 （数据显
示） 再超载我甘愿受罚”，但被执
法人员拒绝。赵洪军选择“自残证
清白”后，在一名交警的协助下，
又得到一次复磅机会，“显示49.96
吨，不超载”。

前面行程数千公里、途经检测
站检测都不超载，到了此地就被
称出“超载”，不能完全排除称重
设 备 存 在 误 差 或 故 障 问 题 。 然
而，按照交通运输部与公安部办
公厅发布的 《关于规范治理超限
超载专项行动有关执法工作的通
知》 要求，“超过规定限载标准 1
吨以内的，予以警告后放行”。就
此来说，涉事货车超载 700 余公
斤不应被罚款，但检测站又是扣
车、罚款，又是要扣分，这就是
执法者自己在“加戏”了吧？

搜索相关报道可知，治超检查

中，司机对称重数据有异议的情况时
有发生；同时，为保证公路畅通，目
前很多地方执行不停车称重，而对于
称重数据出现异议能否复磅，却缺少
明确规定。司机自残后，在一名交警
的见证下第三次称重，结果证实了检
测站前两次称重不准。这说明，赋予
司机复磅的权利是必要的。此事提醒
有关方面，相关制度有必要完善。

近来，网上曝光和媒体报道的有
关大货车司机遭遇不公正执法、乱收
费，比如某地要求货车司机花 2000
多元安装视频监控等情况，再次引发
社会对货车司机生存境遇的关注。这
一次货车司机“被超载”、自残求复
磅，无疑又给这个问题添加了一个注
脚。治超严格执法没有问题，但法律
法规条款不能被人为延伸，执法人员
不能法外“加戏”，更不能掺杂利益
动机。无论如何，“自残”求公正的
惨烈是社会不能承受的。

司机自残抗争“被超载”，复磅规定需明确
郑建钢

4月13日，2020年度全国十大
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宁波余
姚井头山遗址榜上有名。井头山
遗址的发现，被认为是举世闻名
的河姆渡遗址发现 40 年以来，在
浙江沿海发现的又一处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这一
发现，将河姆渡文化的上限前提
了 1000 余年 （4 月 14 日 《宁波晚
报》）。

发现井头山遗址的王维尧，是
余姚市三七市镇的一名普通村民，
他和堂哥在放羊时，偶然见到贝壳
和动物碎骨，尽管并不太懂河姆渡
文化，因为经常往遗址那儿跑，知
道他所见的是“很重要”“很珍
贵”的东西，“一定要把这些骨头
给专家看一下”。就这么“看一

下”，让我们看到了距今 8000年的
井头山遗址。

放羊老大哥王维尧对文化遗存
很敏感，也很执着。如此敏感和执
着，得益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史前考古室主任孙国平领衔的田螺
山考古队的知识普及和推广，让史
前考古这个概念模模糊糊地印在了
当地群众的心里。因此，王维尧虽
然只看到了司空见惯的贝壳和动物
碎骨，并没有一走了之。因为在王
维尧眼里，这些贝壳和动物碎骨

“跟田螺山正在挖的东西不是一样
的么”？所以非要“给专家看一
下”不可，从而为发现井头山遗址
立下了头功。

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与井头
山遗址的发现十分相似。1973 年
夏 天 ， 当 地 农 民 建 设 排 涝 工 程
时，发现地层下有些陶器碎片，

再往下挖时，又陆续发现鹿角、
象牙等物，于是逐级上报到相关
部门。最终，证明长江流域是中
华文明重要发源地之一的河姆渡
遗址重见天日。

井头山遗址是探索中国海洋文
明源头的重要文化遗存，其与河姆
渡遗址、田螺山遗址、鲻山遗址已
被纳入河姆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
划，这些遗址列入海洋强省、海洋
强国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战略，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孙国平的辛勤付出和王维尧的
敏感、执着，对于发现井头山遗址
同样重要。宁波考古再迎荣耀之
光，我们不能忘记王维尧这样的幕
后功臣。或许正因此，孙国平在终
评报告中特地把他的形象放到了
PPT里，这是对他发现井头山遗址
的最好褒奖。

记住发现井头山遗址的幕后功臣

冲动的“爱” 罗琪 绘

孙佳丽 商 舞

每隔一个月走进鄞州区南部
商务区水街，总能找到一些不
同 ：今年 1 月至 2 月，“留工稳
岗”复古邮局寄出去几千张明信
片，为远方亲人寄去相思；3月至
4月，水街花花汇主题活动的巨型
花朵艺术装置引来许多帅哥靓
女，成为新晋“网红打卡点”；4
月下旬，为打造夜间经济而引进
的网红西餐酒吧 SOFT JOY 即
将开业，加拿大枫叶咖啡 TIM
HORTONS也将落户水街⋯⋯

步行街作为城市中常见的公
共空间，是一座城市必须用心、
用时、用情去解答的一道大题。

4 月 10 日至 11 日，东鼓道
携手甬家文化打造的东鼓道春风
祭打开了二次元爱好者们春日游

玩的“新姿势”。据相关负责人介
绍，这场活动吸引了不少年轻人打
卡，总体客流环比增长了 10%，负
二层美食广场商家的营收环比增加
了 15%以上。

“被列入省高品质步行街区改
造提升培育名单以后，我们就建立
了多方联动机制，围绕‘城市最美
地下走廊’主轴定位做好空间布局
优化、美化，确立了东鼓道‘快时
尚 、 强 体 验 、 潮 元 素 ’ 的 主 调
性。”东鼓道相关负责人说，目前
东鼓道已实现了 5G 信号覆盖，新
引进鲍师傅、王老吉、AGTOYS
漫玩工场等 10 余个知名品牌，并
串联鼓楼、和义大道、天一广场等
泛东鼓道区域商业，形成了共融共
生的良性商业生态。

不只是南部商务区水街和东鼓
道，去年起，我市就已深入推进步

行街改造提升和创建国家级步行街
工作。

去年 6 月 18 日，《商务部关于
公布第二批试点步行街名单的通
知》 中明确，将老外滩步行街正式
列为国家试点。之后，我市加快国
家级步行街建设步伐，在老外滩步
行街发放 2000 万元消费券，扶持
老外滩商业业态发展。同时，组织
完成进博会老外滩展示，公开征集
老外滩业态景观规划，开展沉浸式
特色文艺演出、“百年外滩、万品
潮汇”系列等主题活动，推动老外
滩步行街打造中东欧风情街。

同年 11 月，我市顺利完成了
老外滩、南塘老街的省级高品质步
行街试点创建工作，以及东鼓道、
南部商务区水街省级高品质培育街
区的创建工作。

“宁波要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利用国家级、省级以及市级步
行街构筑起消费空间的新格局，势
在 必 行 。” 市 商 务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说，“十四五”期间，我市计划合
理布局高品质商圈、高颜值步行
街，塑造若干标志性商业地标，构
建层次多元、特色浓郁、接轨国际
的新型消费空间。

具体来说，我市将推进老外滩
国家级步行街改造升级试点，打造
成为“最时尚的网红打卡地”“最宁
波的商业步行街”“最国际的人文交
流窗”；推进东鼓道、南塘老街、
南部商务区水街等省级步行街建
设，支持宁波各区域特色化发展商
业街区，鼓励创建国家级、省级旅
游休闲街区；挖掘宁波传统文化、
特色产业、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等资
源，在步行街上培育更多“网红打卡
地”，打造“网红经济”城市品牌。

宁波高品质高颜值步行街建设正酣
融入“双循环” 看“两城”蝶变

宁波的步行街，总能给市民带来新惊喜。 （南部商务区水街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