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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化区 11 月底前消灭劣Ⅴ类水

两年内将投资 42 亿元，
安排
“污水零直排区”
建设项目 77 个
Ⅴ

昨天，在奉化区金钟桥附近，一
台绞吸式吸泥船正在作业，沉积多年
的县江城区段河底淤泥被清理上岸。
根据奉化区剿灭劣 V 类水的计划
方案，市控断面 2017 年 7 月底前完成；
区控断面 9 月底前完成；
区级、镇级劣Ⅴ
类河道 10 月底前完成；村级劣Ⅴ类河道 11 月底前完成。全区劣Ⅴ类水剿灭
任务 11 月底前全面完成，已完成的必须严防反弹。为此，奉化区目前正在开
展河道清淤，
优先安排平原河网地区劣Ⅴ类水体清淤项目。

剿灭劣
类水
建设污水零直排区

新增污水管网 150 公里以上
今年，奉化区将加强入河排污口设置
审核，依法规范入河排污口设置。未依法
办理审核手续的，限期补办手续。对可以
保留但需整改的，提出整改意见并加强监
管。全面清理非法设置、设置不合理入河
排污口。对偷设、私设的排污口、暗管，一
律封堵；对污水直排口，一律就近纳管；对
雨污混排口，一律实施雨污分流或采取临
时性截污措施。
方案还明确，奉化区两年内将投资
42 亿元，安排“污水零直排区”建设项目

77 个，从而加快实施区域内雨污分流改
造和污水截污纳管工作，优先解决已建城
镇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不足的问题，确保
城镇污水处理厂设计收纳范围内的城镇
污水应纳尽纳。
2017 年，奉化区计划新增污水管网
150 公里以上。全面开展已建城镇排水
与污水收集管网检查、维修和日常养护工
作，打通断头管，纠正管网错接、雨污混接
等问题，提高管网建设效率，配套管网长
度与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能相适应。

计划河道清淤 124 万立方米
今年，奉化区还将科学开展河道清
淤，计划完成清淤 124 万立方米，重点针
对劣Ⅴ类河道开展清淤。今后，原则上
区级以上河道每 5~6 年实施一次清淤疏
浚工程。有效清除河道存量淤泥，基本
恢复水域原有功能，实现河湖库塘淤疏

动态平衡。
建立科学调度生态补水计划，重点
围绕劣Ⅴ类水体和水质变差的河道实施
精准补水。采取开明渠、铺暗管等办法
打通断头河、连通封闭湖泊，着力构建
引得进、流得动、排得出的水生态系统。

15 家次企业被强制停电停产
2017 年，该区也将重点开展电镀企
截至目前，奉化 16 家电镀企业实施
业深度整治，并建立长效监管机制。着力 “一厂一策”整治。按照“关停一批、提
解决酸洗、有色金属、废塑料、农副食品加
升一批、搬迁入园一批”原则，目前已
工等行业的污染问题；全面排查装备水平
确定关停、治理、搬迁入园名单。同
低、环保设施差的小型工业企业；开展对
时，因违反环保法律法规被立案查处的
水环境影响较大的“低、小、散”落后企业、 企业 59 家，采取强制停电停产措施的企
加工点、作坊的专项整治。
业 15 家次。

第五届宁波市道德模范评选启动
本报讯（记者 房伟） 今年是第五
各类道德建设先进人物中推荐评选，
并
届全国文明城市评选年，
也是第六届全
分设“助人为乐模范”
“ 见义勇为模范”
国道德模范、第五届浙江省道德模范评 “诚实守信模范”
“敬业奉献模范”
和
“孝
选年。记者昨日从市文明办获悉，
为集
老爱亲模范”
5 类。
中展示我市公民道德建设的丰硕成果，
道德模范和提名奖原则上各表彰
挖掘宣传先进典型，
第五届宁波市道德
10 名，其中每类各表彰 2 名，每人只参
模范评选活动日前正式启动。本次评
加一个奖项的评选，
已获宁波市级以上
选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总工会、 道德模范称号的不再参加此次评选活
团市委、市妇联等主办。
动。各区县（市）的推荐名额为每类人
本次评选活动注重突出群众主体
选 1~2 名，五类推荐人选总数不超过 5
地位，
广泛发动群众参与，
结合
“身边好
名。市直机关工委推荐总名额不超过
人”
“ 最美人物”评选活动，把群众认同
10 名，
类型不限。
的“平民英雄”推举上来，并注重时代
即日起，广大群众与单位、市直及
性，结合我市建设国际港口名城、打造
部省驻甬单位等可分别向各区县（市）
东方文明之都等战略任务，
推荐勇立潮
文明办、市直机关工委等推荐参评人
头、勤于创新的
“实干家”
。
选。广大群众也可以向评选活动组委
本次道德模范评选的基本标准是： 会推荐人选。
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身体
经过审查筛选、公示投票等一系
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日常工
列程序，我市将在 5 月表彰第五届宁
作、生活和人际交往中品德高尚、事迹
波市道德模范，并开展宣传。同时，
突出、群众公认。
第五届宁波市道德模范及提名奖将作
本届道德模范将在“中国好人榜” 为第五届浙江省道德模范候选人推荐
好人、
“宁波好人”
“最美宁波人”
和其他
上报。

美发也有
“世界杯”
甬江职高学生首进国家队

年底小微水体也消除劣Ⅴ类
整治好了河道，也不是就能一劳永
前屋后的水体环境质量。至今年年底，奉
逸。为此，奉化区将严格执行垃圾河、 化全区小微水体全面得到治理，全面消除
黑河、臭河复查机制，每半年至少组织
劣Ⅴ类水体。
开展 1 次全面评估。对出现污染反弹的
今后，奉化区将把劣Ⅴ类水剿灭工作
河道，要立即责令限期整改，并实行挂
作为督查重点，对工作不力、进展缓慢的
号销号制度。到 2017 年年底，实现河面
镇、街道进行重点督查督办和曝光。同
无大面积漂浮物、河岸无垃圾、无违法
时，劣Ⅴ类水剿灭工作将作为“五水共治”
排污口。
重要内容进行考核，对不能完成消劣任务
奉化区还将推进“清三河”工作向小
或新出现劣Ⅴ类水质断面的镇（街道），在
沟、小渠、小溪、小池塘等小微水体延伸， “五水共治”考核中实行一票否决，取消
参照“清三河”标准开展全面整治，做到治 “五水共治”
相关荣誉。
理无盲区、全覆盖，切实提高城乡居民门
记者 林伟 通讯员 曹渊斐 卓龙杰

今天下午有睡眠保健和治疗失眠讲座
人的一生大约有 1/3 时间是在睡眠
中度过的，良好的睡眠是维持人体正常
生命活动所必须的生理过程之一，因此
睡眠健康是人整体健康的重要标志之
一。记者昨日获悉，今天下午，鄞州人
民医院有有关睡眠和失眠知识的讲座。
研究表明，长期睡眠障碍可引起免
疫系统衰退，病菌感染机会增加，还会
衍生出过度进食与肥胖，导致代谢症候
群，与多种慢性疾病，如糖尿病、高血压
等有关。难治性的慢性病也可能与睡
眠障碍有关。如睡眠呼吸暂停可以造
成睡眠过程中反复的间歇性缺氧，使心
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且不易控制。
睡眠障碍也会引起认知功能衰退，引发

心理疾病等。
除了安眠药，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治
疗失眠？目前被广泛认可推荐的治疗
失眠的方法是失眠认知行为治疗（CBTi）。CBTi 是一切失眠治疗的起始和
基础，如果学会这种调节睡眠的技能，
就能走上健康睡眠的道路，也可以用此
方法帮助家人、朋友。
2017 年 3 月 21 日（周二）下午 2:
00~3:30，在鄞州人民医院门诊 4 楼报
告厅，有睡眠保健和失眠的心理治疗讲
座，以及失眠的团体认知行为治疗专题
讲座，由鄞州人民医院心理睡眠门诊陈
小珍主任医师主讲。
记者 孙美星 通讯员 张基隆

国家集训队选手在世界技能大赛
“模拟赛”
中。
本报讯（记者 徐叶 通讯员 蒋磊）
换个发型换个心情，
“ 洗剪吹”和老百姓
的生活无比贴近。不过很少有人知道，
这项技能也有
“世界杯”
。
昨日，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
项目）国家队选手技能展示活动在甬江
职高翠柏校区举行，甬江职高形象设计
100 多名学生有幸观摩世界级比赛的
“模拟赛”。据介绍，2015 年我国选手首
次在第 43 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
中夺金，打破了 65 年来亚洲国家在该项
目“零金牌”的记录。而今年，又将是个
冲金年。
此次展示活动，全程模拟世界技能
大赛标准，国家队选手将持续比赛 4 天，
做 9 个模块造型，总比赛时长 22 小时。
“考验选手的基本功，还有体力。有些模
块一站就是五六个小时，所以每个选手
每 天 早 上 都 要 跑 至 少 5 公 里 ，增 强 体
能。”世界技能大赛国家队专家组兼教练

通讯员 蔡志浩 摄

组组长吉正龙说，在甬江职高这个完全
陌生的环境里，选手们需要以最短的时
间进入最佳状态。
记者了解到，甬江职高美容美发专
业（现为形象设计专业）创立于 1989 年，
是宁波市级重点建设专业，在全国各类
专业比赛中获奖不少。今年，该校学生
张佩冲进了全国前十，入围第 44 届世界
技能大赛（美发项目）的国家集训队。据
悉，这是我市中职学生迄今为止在该项
目赛事中取得的最好成绩。
吉正龙认为，随着美发工艺的不断
更新，该行业的门槛正在逐渐变低。而
真正专业的“洗剪吹”，就应该是一人全
程完成，贯穿的是一种完整的美发理念
和专业精神。
为了让更多学生感受到这种精神，
现阶段甬江职高正在积极申请，希望能
成为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的国家集
训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