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浙能镇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污泥焚烧资源综
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
成，现将有关信息进行公示。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及查
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http:
//nbzh.zjzwfw.gov.cn/art/2022/7/29/art_1560051_10140.
html网站信息公示栏查阅。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纸质报告书可至浙
江省宁波市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海源路288号查阅。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为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

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代表等。调查范围主要包括：浙江省宁波市
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澥浦镇。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nbzh.zjzwfw.gov.cn/

art/2022/7/29/art_1560051_10140.html网站。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在征求公众意见有效期限内，公众可向建设单位或

环评单位指定地址发送信函、向指定邮箱发送邮件、电话
等方式，发表对该项目建设及环评工作的意见看法。建设
单位将在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中真实记
录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并将公众的宝贵意见、建议向环评
单位和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反映。

公 众 意 见 表 或 有 关 意 见 、建 议 可 提 交 至 邮 箱 ：
643398189@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次公示时间：2022年8月1日-2022年8月15日。
六、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浙江浙能镇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海源

路288号
联系人：张延平 联系电话：13567437175
七、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及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浙江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余杭区向往街199号3号楼
联系人：颜恒亮 联系电话：0571-87993149

浙江浙能镇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浙能镇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污泥焚烧资源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因镇海炼化周边消防救援及应急疏散道路完善工
程（棉丰路西段及炼化路段）施工，需对棉丰路（庄南公
路-炼化路）进行半幅围挡施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的有关规定，决定自 2022
年 8 月 15 日起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棉丰路（庄南公路-
炼化路）、双桥路（棉丰路-沿河路）交通组织调整，受限
车辆请绕行。具体公告内容如下：

一、0:00-24:00 棉丰路（庄南公路-丰收路）、棉丰路
（双桥路-炼化路）实行由西向东单向通行，禁止一切机
动车由东向西通行，非机动车、行人仍保持双向通行。

二、0:00-24:00 棉丰路（丰收路-双桥路）道路封闭，
禁止一切机动车通行，非机动车、行人仍保持双向通行。

三、0:00-24:00 双桥路（棉丰路-沿河路）实行由南
向北单向通行，禁止一切机动车由北向南通行，非机动
车、行人仍保持双向通行。

四、为方便周边单位和群众出行，施工期间临时打

通彩炼路（庄南公路-丰收路），零担豹货物集散中心东
侧设置限高门架，限高 2.5 米。

五、施工期间棉丰路（庄南公路-炼化路）、彩炼路
（庄南公路-丰收路）、双桥路（棉丰路-沿河路）禁止一
切路内停车，车辆可按需停放至彩炼路临时停车场及棉
丰路临时停车场。

六、0:00-24:00 棉丰路（庄南公路-炼化路）禁止黄
牌货车通行。

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受交通管
制影响的单位和群众请提前安排好工作和生活，选择好
出行线路，并按照现场交通标识指示和交通管理人员指
挥通行，确保安全有序。

特此公告。
镇海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镇海区住房和建设交通局

2022年8月5日

关于棉丰路（庄南公路-炼化路）等施工期间交通组织调整公告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宁波市鄞州区宁穿路 1021 号 电话：13250956789

车型

宝马 760LI
宝马 320LI
奥迪 Q5
奥迪 A8
丰田塞纳
长城哈弗 F7
长城哈弗 H6
起亚 K5
丰田凌派
雷克萨斯 IS
大众桑塔纳
宝马 X3
本田 CRV
马自达 6
名爵锐行
奔驰斯玛特
福克斯
上汽大通 V80 柴油
丰田亚洲龙

排量
（L）
5.0
2.0
2.0
6.0
3.5
1.5T
1.5T
2.0
1.8
3.0
1.5
2.0
2.4
2.0
1.5T
1.0
2.0
2.5T
2.0

排挡

自动
自动
自动
自动
自动
自动
自动
自动
自动
自动
手动
自动
自动
自动
手动
自动
自动
手动
自动

颜色

黑色
香槟
香槟
黑色
白色
黑色
白色
白色
黑色
红色
白色
白色
黑色
紫檀
银色
白色
红色
白色
白色

初次登记

2008.9
2013.2
2012.1
2007.4
2017.11
2019.12
2016.8
2014.3
2013.12
2009.11
2017.11
2017.11
2008.4
2008.8
2016.3
2011.6
2008.1
2014.6
2020

里程
（万公里）

16
8
16
13
25
2
8
11
17
8
4
15
15
12
9.8
6
14
11
6

零售价
（万元）

9.8
13.9
10.8
10.6
33
9.3
4.1
6.5
5.6
9.6
4.5
15.8
3.5
2

2.4
3.5
1.6
4.5
15.3

宁波市世纪汽车城二手车价格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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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其洋

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总结过去五
年全省发展成就时说，我们深化了
对做好浙江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一
共 8 条。最后一条说，“必须把强
化党建统领、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根
本保证，问题发现靠党建、问题发
生查党建、问题解决看党建，始终
保持严的主基调，严管严治、激浊
扬清，推动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
能、发展胜势、人民福祉”。

问题发现靠党建、问题发生查
党建、问题解决看党建。这句话说
明，如果我们的工作出了什么问
题，那就表明，我们的党建出了问
题，党建工作没有做好。概括一
下，应该可以这么说：有问题，找

“党建”。再追问一句：有问题，为
啥要找“党建”呢？这至少可以从
三个方面来回答。

大而言之，我们党是执政党，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正所
谓“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
是领导一切的”，党的领导是全面
的、系统的、整体的，体现在经济
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
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方方面面。
根据权责对等原则，拥有和行使多

大的权力，就要履行和承担多大的
责任，无论我们的治理和发展出
了什么问题，首先得追问，或者
说归根溯源，应该从党的身上找
原因，看看党的建设是不是出了什
么问题。

小而言之，党是政党，由一级
级党组织构成，而一级级党组织则
由一名名党员组成。党组织是党员
的组织，党员是党组织的细胞，党
员强则组织强。党的一切工作，都
是由一名名党员也就是具体的人负
责的、完成的。是人，就有差别，
无论是理想信念、党性修养、思想
境界、作风素养、人格品质等是不
一样的。而党建工作的目的，正在
于团结和培养“先锋队”。就是
说，无论是一个地方、一个部门、
一个行业，还是一个单位，如果工
作做得不好，出了什么问题，自然
跟领导者、决策者、执行者个人有
关，跟其政治不硬、能力不强、作
风不正、心思不纯有关，实际上所
暴露的，还是党建工作弱化、虚
化、淡化、边缘化等问题。

具体来说，有些单位、部门、
地方，政治生态严重恶化，甚至出
现了“塌方式腐败”，主要原因就
在于，党建工作出了大问题。比

如，一些党员干部居“庙堂”之
高，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脱离一
线，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衙门作
风盛行；再如，“一把手”思想变
质，信仰丧失，把党员的宗旨忘得
一干二净，把“权为民所赋，权
为 民 所 用 ” 的 理 念 抛 到 九 霄 云
外，专权、弄权、贪权，谋私肥
己，弄得“上梁不正下梁歪”；又
如，一些领导干部为了捞取政绩、
快速升迁，不惜高额举债，甚至弄
虚作假、与民争利，大搞“面子工
程”“政绩工程”；还如，有的党员
干部做事拈轻怕重、推三阻四，个
人要求一旦得不到满足，便借口压
力大、任务重、待遇低而“摆脸
子”“撂挑子”，等等。如此种种，
表现不一，根子还是党建工作没有
做好，一些人的党性修养出了问
题，忘记了党的宗旨使命和人民的
嘱托期待。

规律性认识，就是具有普遍
性、原则性和指导性的认识。省党
代会把“问题发现靠党建、问题发
生查党建、问题解决看党建”总结
为做好工作的一条规律性认识，充
分说明抓好党建的极端必要性和重
要性。各级党组织要牢固树立抓党
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

好党建是渎职的理念，持之以恒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让思想建党和制
度治党相互衔接、同频共振。各级
领导干部要履行好“一岗双责”，
将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不断强
化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党员干部要善于接受监督，勇于自
我革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
了党的荣光和人民利益而敢担当善
作为、办实事求实效。

有问题，找“党建”，抓党建
极端重要，但也要避免一些不良倾
向。比如，把抓党建等同于单纯
的理论学习，不与具体实践相结
合，为抓党建而抓党建。比如，
抓党建不是以解决理论、思想、
作风、能力问题为导向，而是为
了 完 成 任 务 、 总 结 汇 报 。 再 比
如，过于信奉“技术主义”，认为
党建是虚的，“说起来重要，做起
来次要，忙起来不要”；把“党
建+”任意泛化，甚至演化成包办
代替，等等。

有问题，找“党建”

李长安

近日，听一年轻干部诉苦：
“没办法，新来的领导喜欢打篮
球，虽然我脚有伤，但也得咬牙坚
持陪他啊！”这让人心生感慨。随
着全面从严治党的纵深推进，领导
干部 8 小时以外生活越来越规范，
在外面吃喝玩乐的越来越少，很多
领导喜欢上了跑步、骑行、游泳、
打球……这些原本健康的喜好，但
因为身份原因，有的领导来打球
了，平时冷清的球场就会热闹起
来；跑步的时候，也会有为数不少
的部下陪跑。

“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
这句话出自 《君子行》，意思是经

过瓜田，不可弯腰提鞋，经过李
树，不要举起手整理帽子，避免招
惹无端的怀疑。对领导干部来说，
最好的避嫌就是不要让自己的爱好
被“围观”。吉林省水利厅原厅长
汪洋湖，喜欢吃鱼，但在水利厅工
作期间，大家都知道他“不爱吃
鱼”，在水利厅履职12年坚持不吃
鱼12年，就是不给管理对象行贿的
机会；“最美奋斗者”郑培民十分喜
欢集邮，但他一生隐藏这个爱好，
也是为了不给送礼者可乘之机。

然而，与之相反，也有一些领
导干部的喜好成了公开的秘密。从
十八大以来查处的案例看，领导因

“好”生“贿”者不在少数，如
“兰花局长”周华清最终被兰花所

“俘虏”。“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领导喜欢跑步，于是身边总会有一
群陪跑者；领导喜欢旅游，总会被
一些人时不时“偶遇”在名山大川
……所谓“不怕领导讲原则，就怕
领导没爱好”，领导干部的爱好一
旦被别有用心之人盯上，就会被大
加利用，被“围猎”、被“拉下
马”，那是迟早的事情。因此，领
导干部尤其是部门“一把手”，一
定要警惕自己的喜好被“围观”。

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剔除虚
荣心。偶尔听见一些退居二线者感
叹：“人走茶凉，以前在位时陪着
自 己 散 步 的 ， 现 在 一 个 都 没 有
了。”这种失落，就是因为虚荣
心：总认为陪同的人越多越有面

子，这样当领导才算“成功”。但
事实上，这种虚荣心带来的往往是

“坑”，如果领导告诉管理服务对象
“ 我 这 人 啥 爱 好 没 有 ， 就 喜 欢
……”锣鼓听声，听者秒懂该怎么
做，接下来就是“糖衣炮弹”满天
飞、各种被安排，领导“翻车”也
就不远了。

“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兴趣
爱好原本是个人的事情，无需旁人
说三道四，但作为手持公权力的党
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明
白，当领导是暂时的，老老实实做
人才是一辈子的事。领导干部要看
淡“官念”，管控好自己的兴趣爱
好，这样能受益一生，反之则会被
其所累，甚至自毁前程。

领导喜好被“围观”绝非好事

王学进

经过改造，宁波市民熟悉的
“东门夜市”回来了。昨晚，在全
新的东渡路步行街，“潮回东渡
路”夜生活节正式启动，为期 25
天。本次夜生活节聚集 60 多家商
户，设有宁波老字号市集、新国
潮市集、街头餐车美食、休闲体
验、游乐互动五大板块。此外，还
有不间断的露天电影、周末潮流音
乐会和舞会等 （8 月 4 日 《宁波晚
报》）。

昨天是七夕节，很多男女青年
去了“东门夜市”共度这一浪漫节
日。实际上，不仅是年轻人，如我
这等老年市民，也想去那里逛逛。
夜市好玩，“东门夜市”更是好
玩。曾几何时，因为烟火气和市井
味，“东门夜市”深受宁波市民的
喜爱，后来，随着天一广场的建
成，“东门夜市”谢幕了。此后，

“东门夜市”成了烙印在宁波市民
记忆深处的一道难忘风景。

因为地处三江口核心区，“东
门夜市”区位优势特别明显，其强
势回归，给人们传递这样一个信
号：“夜市经济”有望进一步热
火。曾经，各地夜市如雨后春笋般
涌现，随之也带来一系列问题，如
卫生条件达不到要求、占道经营堵
塞交通、线路规划杂乱影响市容市

貌、存在消防安全隐患等，给城市
管理制造了不小难题，无奈，执法
部门只能采取“一刀切”的办法，
强行关闭各地夜市。此后，“夜市
经济”逐渐退出了各地市场。

近两年来，由于受疫情影响，
民生经济不景气，亟须开辟更多的
消费市场来提振市场信心，解决部
分市民的生活困难，故此，“夜市
经济”重新受到了各地政府的关注
和重视。近来，为促进城市夜间消
费，全国多个城市发起了“夜间消
费”相关活动，“夜市经济”开始
满血归来。“东门夜市”就是在此
背景下重新开张，相信，随着“东
门夜市”的重启，其他地区的夜市
也会接连开张。

尽管此番“潮回东渡路”夜生
活节为期只有 25 天，但安排的活
动和内容相当丰富，摊位数也不
少，一定会吸引大量的市民前去消
费，既满足市民的宵夜需求，又能
提高摊主的收入，两全其美。25
天期满后，如反映良好，建议将

“东门夜市”长期开下去。可以设
想，如果管理得法，“东门夜市”
完全有可能打造成一个“夜市经
济”的网红地标，带动更多地方的

“夜市经济”规范发展，最终让夜
间消费成为广大市民喜爱的消费模
式，并成为拉动城市消费的增长极
之一。

愿回归的“东门夜市”持续下去

步 步 高 陈英远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