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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
员陆明光 徐莹莹） 文明出行始
于心，和谐交通践于行！记者昨
日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获悉，
从 7 月 1 日起至 9 月 30 日，宁波
交警将开展为期 3 个月的全市范
围交通秩序大整治，倡导文明出
行，助力平安建设。

交通文明是创建文明城市的
重要内容，一直以来我市坚持把

文明交通建设作为重要的民生工
程来抓。这次开展为期 3 个月的
整治，既是为了优化城市交通环
境，也是为了通过提升交通文明
指数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践
行“生命至上”理念。

据悉，宁波交警将依托铁骑
网格化巡控与路面站点勤务，强
化对行人、非机动车、工程车等
交通违法行为的严管严治。同

时，公路交警执法站、危化品执勤
点和农村交通安全劝导站也将加大
路检路查力度，强化对“两客一
危”、货车等公路重点车辆各类违
法行为的查处。

宁波交警还将每周组织不少于
一次的夜间整治行动，同时辖区内
各大队定期开展跨区域交叉执法。
在严查电动自行车逆行、闯红灯、
不戴头盔、无牌等违法行为的同
时，将联合市场监督部门依法查处
加装及改装违法行为。

除了这些“常规动作”外，还有
“硬菜”上桌。整治期间，宁波交警将
继续发挥综治网格作用，加强对行

人及非机动车的非现场违法抓拍、
辅警现场违法采集，像管理机动车
一样把行人和非机动车管起来。宁
波交警还将定期对行人及非机动车
违法库进行梳理，将逾期未处理、多
次违法未处理人员信息定向推送，
开展上门追处、上门宣教等工作。

此外，宁波交警还将开展交通
设施专项提升行动。届时将重点提
升学校、市场、商圈周边，以及公
交专用道、斑马线处的设施。比
如，借鉴国内其他城市好的做法，
实施交通标语温馨提醒，通过交通
标志牌、地面文字引导市民更加自
觉守法。

倡导文明出行 助力平安建设

我市开展为期3个月交通秩序整治

记者 黄合

省兴村（治社）名师、省“千名好
支书”、省“三八红旗手”，市优秀共
产党员、市优秀党务工作者、市担当
作 为 好 干 部 、市 战“ 疫 ”先 锋 个 人
⋯⋯在宁海县跃龙街道，邬宁崖的
名字家喻户晓。

让她收获这些荣誉和口碑的，
不是什么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事
迹，而是她二十多年如一日看似平
淡的社区工作。鸡毛蒜皮事，家长里
短事，邻里纠纷事⋯⋯面对这些繁
杂琐碎的“千千结”，邬宁崖总是那
个化解矛盾、巧解难题的“大管家”。

2005 年开始，邬宁崖来到兴圃
社区担任“领头雁”。这是宁海城区
范围体量最大的社区之一，面积大、
人口多、村居商混合，基层治理的问
题自然非常多。

在基层，党员就该有党员的样
子；关键时刻，党员必须挺身而出，
冲锋在前。

在邬宁崖的推动下，兴圃社区
探索“阳光会面”双向沟通机制，精
心推选 200 余名社区党员、居民骨
干担任街长、楼长、巷长，按照“属地
管理、责任分区”模式，解决居民反
映较大的物乱堆、线乱拉、车乱停等
社区环境治理矛盾。

不仅如此，社区创新“党员包片
联户”工作机制，132 名党员全覆盖
走访社区住户，每年收集社情民意
超 200 件，调解民事纠纷超 40 件；发
动党员、老干部、退休技工等群体，
积极参与“心圃花开”心理咨询室、

“老何说和”、“小巷护绿”、公益夜诊
等 23 个社区志愿服务品牌。

为解决“有事没时间办、有时间
没人办”的居民办事痛点，邬宁崖在
社区探索实施“错时工作制”，先后
招募 400 余名在职党员作为“周末
社工”，通过窗口便民服务、红色上
门代跑等形式，9 年来服务群众 2 万
余人次。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党
建引领，盘活辖区资源，打造别具战
斗力的基层堡垒。

2018 年，邬宁崖所在的兴圃社
区第一个“吃螃蟹”，建成宁海首个
社区“大党委”，探索打造“1+N+X”
党建共建机制，与 15 家成员单位签
订共建契约书，列明 9 项责任清单，
推动城市基层党建实现组织共建、
党员共管、活动共联、资源共享。

目前，社区“大党委”创新推出
社区垃圾分类、认领绿化养护、共享
文体设施等 12 个项目，激励党员主
动参与社会公益服务；借助整合社
区商家资源，利用闲置土地新建银
菊文体广场和口袋休闲公园，创建

“公益冰箱”项目，动员社区商超和
便利店为失独老人、环卫工人等群
体送上爱心。

2020 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来
势汹汹，面对社区内含 11 个封闭式
小区、104 个开放式楼道的防范压
力，她带领社区党员迅速行动，连续
两个多月坚守防疫一线，对辖区 13
个 网 格 4275 户 居 民 开 展“ 清 楼 行
动”，以人民为中心，守好每一道“小
门”。

“其实我没做什么，这些都是职
责范围内的工作。”在这场战“疫”
中，邬宁崖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共产
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于平凡中显担当
——记省优秀党务工作者邬宁崖

记者 王岚

菜市场体现着城市的管理水
平和文明程度。近年来，随着我
市对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层
层推进，中心城区菜市场的硬
件、软件不断升级改善，居民逛
市场的舒适度不断提升，城市形
象也越来越好。但记者走访发
现，城区部分菜市场的卫生及管
理状况比较容易反复，存在检查
时突击抓一抓、没人检查就放松
的情况，市场经营者没能将维护
市场文明形象作为自觉要求抓严
抓实。

昨天是周日，菜市场要比平
常更热闹一些。上午 8 点左右，
记者走进位于海曙区的新西成菜
市场。此时，室外骄阳似火，非
常炎热，新西成菜市场内却依然
潮湿，空气中带着一股腥味。放
眼看去，菜市场卫生欠佳、摆放
无序。

记者看到，菜市场各摊位前
的走道几乎都是湿的，地面上还
不时出现菜叶、废弃塑料袋等垃
圾，有的摊位前还堆着各种篮筐
占道。往各摊位里面看，更是乱
象丛生：各类箱子、编织袋等杂
物无序堆放，基本没有看到垃圾

分类的，有不少经营户将菜叶、
瓜果皮等垃圾丢弃在地上，进进
出出中人们将菜叶踩得稀烂，带
出脏水。

记者观察后发现，市场没有
采取有效手段保持地面干净整
洁，各摊位下方的污水引流槽，
很多下水口有垃圾堵着，影响了
污水引流。

同时，各经营户文明经营意

识还不到位，摊位菜品摆放“超
高”“超线”的多。如水产区，不
少商户陈放水产的展示盒越过了摊
位边缘，随着物品解冻以及冰块融
化，脏水滴到地面。蔬菜销售摊
位，各类菜品从里往外、由高到低
叠放，最外缘菜品很多“探出”了
摊位。

肉禽蛋等摊位，有经营户怕货
品展示不够突出，将杀好的待售鸡

鸭直接放在摊位围挡上。有的肉铺，
经营户垫高台面后，直接搁上大木
板做生意。

在菜市场的一个角落有块电子
屏，上面不断滚动着一条条提醒与
警示。其中一条信息显示：7 月 8
日有关部门来菜市场检查，有 5 个
摊主因为使用不符合标准塑料袋，
以及摊位上商品摆放超出限定高度
被点名批评。

菜叶、垃圾丢地上 货品摆放“越界”多

新西成菜市场文明卫生经营意识需加强

有的经营户将待售鸡鸭直接放在摊位围挡上。 （王岚 摄）

本报讯（记者孙佳丽 通讯员
戴璐璐） 据统计，2020 年起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宁波空港进出境
客运航班大幅缩减，全货机应势而
起。今年 1 月至 6 月，宁波机场海
关共监管进出境国际货运航班 886
架次，同比增长 28.97%，已超过
去年全年总架次的一半，其中 6 月
份 监 管 185 架 次 ， 同 比 增 长
10.12%，环比增长 22.52%。

上半年，宁波空港还新开通了
至曼谷、雅加达、布达佩斯、胡志
明等城市的 4 条国际货运航线。截
至目前，宁波空港共有 8 条国际货
运航线。

随 着 全 货 机 航 线 的 不 断 拓
展，最繁忙的时候，宁波机场海
关一天需要保障 10 架次进出境全
货机。

“我们通过内部挖潜、合理调
配人员资源，开辟‘快速通关专
窗’和物流监管‘绿色通道’，实
现货物即到即核即放，帮助企业压
缩物流仓储成本。”宁波海关所属
宁波机场海关值机科吕玲飞表示，
下阶段，宁波机场海关将继续主动
服务，配合宁波机场集团，通过快
速备案、落地直装、快速检疫等措
施支持航空公司开展进出口货运业
务。

上半年宁波空港国际货运
航班架次同比增长近三成

记者 董小芳 通讯员 陈荔

“太好了！现在园区推行了集
卡车进出分流，每天有交警在路边
疏导，占道违停的集卡车也不见
了，这条路终于不堵了⋯⋯”日
前，北仑区纪委区监委“我为企业
解难题”专项监督组到现代国际物
流园区回访时，园区企业为集卡车
堵路问题及时解决纷纷点赞。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仑

区纪委区监委成立“我为企业解难
题”专项监督组，由班子成员带队
分成 5 个小组，到覆盖 2 万多家企
业 的 15 个 工 业 社 区 开 展 “ 三 服
务”走访调研，帮助企业解决生产
经营中的难点问题。

“高速口附近经常堵车，园区
道路上集卡车乱停，货车进不来，
产品运不出⋯⋯”专项监督组调研
发现，集卡车堵路问题影响了企业
生产经营，成为港口物流的一个

“堵点”。随着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
的提升，尤其是今年以来外贸出口
形势火热，进港集卡车流量大增，
集卡车在园区排队现象严重，有的
需要 1 天才能进仓，导致高速口附
近堵车。与此同时，排队的集卡车
司机的生活服务也很难保障，流动
摊贩占道经营时有发生。

企业的呼声就是努力的方向。
对走访中发现的问题，专项监督组
高度重视，将企业提出的意见建议
梳理汇总成问题清单，督促区直有
关单位按照职责分工，采取有效举
措，加快破难攻坚，并多次到相关
单位走访调研，了解工作进度，协
调解决难点问题。

在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各项
工作有序推进，物流园区周边设置
了集卡车停车场，缓解高速口附近
集卡车停车难问题；集卡车专用停
车场建设全面启动；20 名交警在
物流园区周边道路执勤，加强永定
河路等路段的交通疏导；霞浦高速
口增设一个 ETC 入口，提高集卡
车的通行效率；辖区物流企业也推
出网上预约机制，集卡车司机只要
提前预约时间，到了地方二维码一
扫就能提箱，减少等候时间。

监督护航助推了集卡车堵路难
题的破解，保障了港口物流的“血
脉”畅通，有力地促进外贸健康平
稳发展。

北仑一线监督打通港口物流“堵点”

昨日，兴宁中学学生小分队走
进海曙区消防大队，开展暑期安全
教育体验活动。大家戴上头盔，穿
上厚重的消防服，亲手操作一回高
压水枪、灭火器和剪切钳，掌握火
场自救要领，零距离接触消防队员
的训练和生活。之后，学生们用一
场文艺表演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陈结生 陈璐琳 摄）

关注消防安全
致敬消防卫士

本报讯（记者殷聪 通讯员江
汉定）至 2023 年，完成压铸行业全
面普查，建立市压铸行业动态监管
数据库，制定发布压铸企业公告管
理制度，完成各类压铸相关企业规
范提升 500 家；至 2025 年，规范提升
压铸相关企业 800 家，全市压铸行
业发展不平衡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企业入园率达 80%⋯⋯记者近日从
市经信局获悉，我市已启动压铸行
业规范提升行动，力争通过促进行
业规范提升、转型升级，推动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

经过多年的发展，宁波已成为
国内的压铸大市，压铸产能约占全国
的10%、全省的40%以上，产品覆盖汽
车关键核心零部件、灯具、家电、五金
工具等，涌现了爱柯迪、旭升、中信戴

卡等一批压铸行业龙头企业。
“宁波压铸行业有优势，也有短

板。”市经信局相关负责人说，对近
千家压铸企业的调研数据显示，我
市压铸行业发展不平衡，一些小企
业存在生产方式粗放、“低散乱污”
等情况。如今，宁波正朝着国际领先
国内一流的制造强市加速迈进，作
为关键基础性行业的压铸行业，亟
须规范提升、转型升级。

按照计划，我市将通过源头把
控、行业整合集聚、工艺装备水平提
升、行业标杆引领、公告管理、行业专
项整治、行业亩均效益评价等举措，
引导和促进我市压铸行业固优势，补
短板，促进产业向规模化、高端化、集
约化、绿色化方向发展，增强压铸行
业对我市制造业的支撑作用。

至2025年，规范提升压铸相关企业800家

宁波对压铸行业粗放生产说“不”

制图 张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