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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筑牢疫情防控坚固防线

本报讯 （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励彤 李晨） 记者从海曙区教育
局了解到，该区严格落实“错峰开
学、分类返校、严格管控、全面监测、
科学引导、强化保障”原则，全区中
小学、幼儿园将从 8 月 31 日起有序
实行分类错峰开学。

备有开学方案，防控“一校一
策”。海曙区各教辅室、各校结合
实际，按照“一校一策”“一校一
方案”的疫情防控要求，制定返校
工作方案、应急预案，分区分级、
错峰错时确定返校批次和具体时
间，同时加强卫生防疫、安全教育

和防疫演练，做好应急情况下启动
网上教学的准备，健全完善线上线
下教学转换机制。

强化系统管控，为开学保驾护
航。以开学报到日为时间节点，海
曙区各校将从严核查所有师生员工
7 天内旅居史，分类实施返校人员

管控，重点排查 7 天内多地驻留信
息，对有疫情重点地区驻留史的风
险人员，第一时间报告并规范落实
管控措施，确保所有风险链条可查
可追可控。各校还将在开学前向全
体 师 生 员 工 发 放 《海 曙 区 学 校
2022 年秋季开学健康申报表》，告
知家长疫情防控的相关要求及注意
事项，市外返海曙人员按规定扫

“返曙码”，如实填报信息，落实防
疫管理要求。

海曙各校将实行分类错峰开学

前天召开的全市疫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强调，当前国外疫情快速反弹，我国疫情多点散发，加
上暑期旅游返程和开学返校两大高峰叠加，跨区域人员流动性陡然增加，我市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面临巨大压力。

按照会议部署的防控要求，要进一步严起来、紧起来，持续做好“返甬码”推送，高速服务区管控、卡口管理，社区（村）
“小门”管理，自驾游返甬检查报备，扫场所码，省外旅居史返甬七天报备，学校开学前人员管理等重点防控工作。

昨天本报记者兵分多路，探访高速卡口、学校等重点部位的防控工作。

记 者 陈结生
通讯员 卓 璇 杨熙瑾

高速卡口是疫情防控的前沿阵
地，更是疫情“外防输入”的第一
道防线。昨天上午 10 时 30 分，记
者来到宁波北高速卡口，实地探访
宁波北的“守门”情况。

根据前期工作经验，宁波北高
速卡口优化了工作区域设置。在出
口的一侧设置了 4 块工作区域，均
安装了遮阳篷。“有中高风险地区
来甬车辆下了高速，我们就引导到
1 号工作区域领取编号卡片，然后
让他们在信息登记窗口进行登记。
完成登记后，到 2 号区域进行信息
采集核查，再到 4 号区域进行核酸
检测。”江北公安分局民警徐冠杰
介绍。记者注意到，工作区域设置
了明显的流程提示，工作人员正有
序引导重点车辆司乘人员。

“17车道，8L5来车。”在另一侧，
交警部门的工作人员看到重点车辆
预警系统发出预警后，马上用喇叭
提醒工作人员指挥车辆靠边检查。

“系统能自动捕捉车辆信息，根据各
地市发布的疫情中高风险情况，对
进出宁波北的车辆进行实时精准筛

选，然后带到窗口登记查验核酸，由
此形成有效闭环。”徐冠杰告诉记
者。记者注意到，尽管有帐篷遮蔽了
部分阳光，电风扇也在持续工作，但
是工作人员在半开放的环境中穿着
隔离服、戴着口罩，需要随时起身工

作，能坐下来休息的时间屈指可数，
他们的脸上布满汗水，隔离服也从
浅蓝色被汗水浸透成深蓝色。

据了解，近日旅游返程和开学
返校的车辆较多，仅宁波北高速卡
口每天需要核查的车辆有上百辆，

高峰期时有上千辆，面对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的巨大压力。江北公
安分局部署警力，与交警、卫健等
相关部门一起全天候做好返甬重点
地区车辆的查验排查工作，严防死
守疫情防控“前哨”。

坚守高速卡口坚守高速卡口 筑牢坚实屏障筑牢坚实屏障

昨天下午，记者在洪塘中心小
学看到，工作人员正身着防护服，
背着喷雾器，全副武装对教室、食
堂、走廊、卫生间等公共区域进行
全方位消杀，以保障校园环境卫
生。为确保新学期开学顺利、安
全、有序进行，近日，江北区教育
局提前部署今年秋季开学疫情防控
工作，要求辖区内各中小学、幼儿
园精准制定开学工作方案，严格落
实“排摸人员、备足物资、环境消
杀”等防疫工作，织密校园疫情防
控网。
（黄程 杨雯淇 郑时玲 摄）

本报讯 为方便市外来 （返）
甬人员报备行程，进一步提高远端
防控和精准防控能力，经市疫情防
控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市疫情防控
办前天发布 《关于全面推广应用

“返甬码”系统的通知》，决定在全
市范围全面推广应用“返甬码”。

全面推广应用。即日起，在全市
范围对市外来（返）甬人员统一使用

“返甬码”系统开展行程报备，实现
统一入口、统一数据、统一平台。同
时，各地逐步取消现有的“返×码”
等类似系统，9 月 10 日起一律停用。

强 化 主 动 报 备 。所 有 市 外 来
（返）甬人员应在抵甬前 72 小时内
通过微信、支付宝、浙里办等入口，
通过“返甬码”对出发地、抵甬前 7
天旅居史、在甬落脚地等重要信息
进行主动报备。老人、儿童或无智能
手机者，可由他人协助代为填写报
备。

实施两码联动。全市各类场所
在查验场所码、行程卡时，对发现
7 天内有重点疫情地区旅居史的人
员，要督促其完成“返甬码”填
报，未完成前不得允许其进入公共
场所，为后续分类落实健康管理措
施提供信息支撑，形成工作闭环。

落 实 四 方 责 任 。 各 区 （县 、

市） 应切实履行属地责任，做好辖
区内“返甬码”的推广应用工作，
指导基层对涉及本辖区的市外来

（返） 甬人员信息予以及时处理，
确保不漏一人。各市级单位应切实
履行行业主管部门责任，指导督促
各地各单位做好“返甬码”的推广
应用。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应切实
履行主体责任，对组织开展的各类
商务活动、会议交流、考察旅游等
聚集性活动中涉及的市外来 （返）
甬人员，应提前告知我市防疫政
策，并提醒其通过“返甬码”完成
行程报备。所有在甬人员应切实履
行个体责任，如涉及市外行程或有
亲朋好友来访，应自觉主动通过

“返甬码”进行行程报备。
加强宣传推广。各地各部门要

加大宣传力度，尽快实现“返甬
码”的全覆盖应用，努力提升“返
甬码”的知晓率和使用率。如发生
因“返甬码”推
广应用不力或报
备不及时，导致
本地疫情传播，
将根据相关规定
对责任单位或责
任人进行严肃追
责。

市疫情防控办发布最新通知

全面推广应用“返甬码”

图为现场工作人员正在查看驾驶员的行程卡。 （陈结生 卓璇 摄）

“净”待
学子归来

扫码获知“返甬
码”使用说明

记 者 王 博
通讯员 褚燕玲 曾舒婷

“进入大楼请佩戴口罩，并扫
场所码，谢谢配合。”昨天中午，
记者来到鄞州区福明街道国华金融
中心南门入口处，看到门口设置了
一条较长的通道，入口处张贴了多
张场所码，并有工作人员提醒及时
扫码。

正值中午，是人员进出大楼的
高峰期，记者注意到排队人群自觉
间隔一米，依次扫码、测温，物业
执勤人员也全程引导，入口处基本
没有停留等待的现象。

商务楼宇人员流动性大且进出
频繁，福明街道充分发挥楼宇物业
和企业“两新”组织党员的力量，
社企联动，严格落实辖区内 84 幢
楼宇的各项防疫措施。以国华金融
中心为例，楼内有 30 家行业龙头
企业，人群密集，防疫绝不能有丝
毫松懈。

“除了入口‘守小门’，我们还
把大厦划分为若干网格责任片区，

各责任片区均有楼宇管家上门宣传
最新防疫政策，提醒各企业做好返
甬人员报备工作。”国华金融中心
物业公司相关负责人励淋意说。

位于宁波南部商务区的永强大
厦现有企业 60 家。目前该大厦已
整合物业公司和党员力量组成防疫
服务队，要求所有进出人员必须佩
戴口罩、扫码测温，同时增派人员
对电梯、大堂等公共空间进行每日
消杀。

“南商 63 幢楼宇全部实行‘一
楼一群’工作机制，管理办公室工
作人员、大楼物业经理、楼内企业
负责人全部入群，共同组成抗疫联
盟，将最新疫情防控规定第一时间
传达到楼内的每一家企业和每一个
员工。”宁波南部商务区管理办公
室相关负责人说。

据介绍，目前该区共有重点商
务 楼 宇 196 幢 ， 入 驻 企 业 2 万 余
家，所有楼宇均已严格执行出入亮
码测温、全程佩戴口罩等防疫机
制，并要求来自中高风险地区的返
工人员提供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鄞州商务楼宇
筑起“防疫高墙”

编者按

宁波南部商务区的永强大厦做好防疫工作。 （王博 摄）

【上接第1版】中央和省委的决
策部署，为宁波指明了战略方向。从
文化大市到文化强市建设，市委市
政府高度重视，始终坚持一张蓝图
绘到底，文化建设厚积薄发、蓄力跃
升，在守正创新中不断推动文化事
业繁荣兴盛。

从“大”到“强”，一字之变折射
的是宁波文化发展的新气象。

理 论 创 新 照 亮 前 路 。“80、90、
00”宣讲团的“后浪潮音”开展线上
线下各类宣讲 6 万余场，56 万余名
党员参加党史学习教育，推动学习
教育融入发展“主战场”、融入基层

“大阵地”、融入民生“第一线”⋯⋯
思想力量穿越时空，宁波深化理论
铸魂、溯源、走心工程，传承弘扬丰
厚红色资源，以学习实践新思想硬
核成果展现创新理论的真理力量和
实践力量，“红色根脉”成为现代化
滨海大都市的最鲜明底色，党的创
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文化遗产传承久远。天一阁博
物院南馆建设工程启动，河姆渡申

报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打造东钱
湖宋韵文化圈⋯⋯宁波以坚定的文
化自信传承千年文脉、绽放时代华
彩，擦亮“商帮之乡”“院士之乡”“阳
明心学”“浙东学派”等文化金名片，
推进甬剧、十里红妆等非遗活化利
用，留住“老底子”的乡愁和记忆，让
文脉传承弦歌不辍、历久弥新。

文艺精品层出不穷。与时代同
频共振，与群众情感共鸣，一批反映
宁波文化、演绎宁波故事、传播宁波
精彩的精品佳作脱颖而出，奏响一
曲曲荡气回肠的时代之声。歌剧《呦
呦鹿鸣》《红帮裁缝》，舞剧《十里红
妆·女儿梦》等 21 部作品入选全国

“五个一工程”，获全国常设性文艺
奖项 400 余项，在全国副省级城市
和计划单列市中名列前茅。“文艺甬
军”用心用情用功抒写精彩的宁波
故事，绘就动人心弦的文化画卷。

文化产业枝繁叶茂。在全省率先出
台数字文化产业政策，文创新势力加速
成长，今年上半年规上文化企业比去年
底净增68家，传媒、影视、音乐、演艺等

业态不断增强做优⋯⋯文化创新活力
竞相迸发，文化引领力不断提升。宁波
率先创建国家文化与金融合作示范区，
69个文化产业园区，集聚近万家文化企
业，产业发展动能强劲。去年全市文创
产业增加值达到1252.6亿元，比2017
年增长74.9%，年均增速15.1%，占GDP
比重从2017年的7.27%增加到8.6%。

公共文化惠及万家。宁波读书
月 、“ 一 人 一 艺 ”全 民 艺 术 普 及 工
程、农村文化礼堂全覆盖⋯⋯宁波
不断构筑具有鲜明宁波辨识度的
高品质文化供给体系，深化“影视
宁波”“音乐宁波”“书香宁波”“创
意宁波”建设，打造“15 分钟品质文
化生活圈”，构建起城乡一体的公
共文化服务网络，公共文化服务的

“宁波样本”熠熠生辉。
城乡文明蔚然成风。“席地而坐”、

“创意点亮城市”、新时代文明实践示
范线等文明品牌持续打响，涌现全国
道德模范及提名奖12人、浙江省道德
模范 21 人、宁波市道德模范 142 名、

“中国好人”115人，拥有1.4万余个志

愿服务团队、215万名志愿者⋯⋯宁
波12次获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高
分蝉联全国文明城市“六连冠”，“爱心
宁波·尚德甬城”品牌闪亮。锚定“全国
文明典范城市”新目标，持续打响“在
宁波，看见文明中国”新品牌，不断实
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文化传播能级跃升。全球视野、
国家站位、地方特色，以开放胸襟讲
述宁波故事、展示“宁波之治”，深度
融入对外交流国家战略，国际传播
能力显著增强，城市知名度美誉度
大幅提升。以“海丝古港、微笑宁波”
文旅主题形象，宁波打响“顺着运河
来看海、闻着书香游宁波”品牌以及
海丝文化，海湾风情、海天佛国、海
鲜美味等四大特色产品，构建起文
旅商结合的国际传播新生态。

朵朵文化浪花，积蓄了时间的力
量，展现出澎湃的创造力和凝聚力，
在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历久弥新。

（三）
“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

历史映照当下，更昭示未来。从
优秀传统文化中，我们将源源不断
汲取奋进的力量，进行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文化自信。

在波澜壮阔的新时代，宁波的
文化发展标定新方位、开启新篇章。

宁波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提
出，要打造全国文明典范之都。作为
宁波打造“六个之都”目标之一，文化
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支点。这也擘画出
未来宁波文化发展建设的新征程。

以文塑韵、以文润城。宁波沿
“三江六岸”有序布局一批重大文
化设施，打造“百里三江文化长
廊”，聚焦滨海休闲空间，推动以
象山港湾滨海旅游休闲区等为重点
的千里滨海文化线加速发展；持续
深化“文旅+”战略，推动多元产业
嫁接融合，不断提升城市传播力和
美誉度。

以文兴业，以文惠民。宁波正加
快推进数字化战略，实施文化产业

“新势力”成长计划，不断提升文化
产业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加快构建

高质量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升公共
文化服务数字化效能；大力实施新时
代文化地标建设工程，绘就“千年古
韵、江南丝路、通江达海、运济天下”的
文化图景。

以文树人、以文润心。宁波以核心
价值观培根铸魂、成风化人，道德模
范、身边好人不断涌现，深化“浙江有
礼·宁波示范”文明素质养成行动，持
续打响“在宁波”系列宣传品牌，塑造
城市品牌形象。

共同富裕，文化先行。以推进“六
大变革”、实现“港产城文”融合发展为
战略牵引，宁波将把港的“开放”、产的

“创新”、城的“大气”，融汇于文的“浩
荡”之中，彰显在宁波“感悟真理伟力”

“读懂共同富裕”“看见文明中国”“悦
享美好生活”的独特魅力，为加快建设
现代化滨海大都市、共同富裕先行市
注入强劲动能。

文化之光，凝聚合力闪耀四明大
地；文化之笔，革新激荡绘就共富精神
画卷。我们坚信，熠熠生辉的文化“宁
波号”，必将劈波斩浪，扬帆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