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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大常委会
开展安全生产执法检查

本报讯（记者 房伟）上周，市人大常委会听
取了市政府近年来安全生产的报告，并分五路检
查组赴各区县（市）、功能园区检查，重点检查安
全生产法治建设、风险隐患管控、社会共治等方
面，特别是重点对源头治理、风险管控、隐患治
理、应急管理等四个环节进行了检查。

6月6日至8日，检查组先后检查了镇海区港
口范围内独立配套设施建设安全监管、北仑区集
装箱运输企业多规模小管理不规范、奉化区民宿
农家乐及水上漂流等新业态安全管理、宁海县海
上休闲安全管理等多个重点领域存在的问题，对
港口相关企业、集装箱运输企业、农家乐漂流点
集中区块、休闲渔业公司及休闲船舶等多个单位
（场所）进行了抽查。

6月7日上午，第四检查组来到了余姚市泗
门镇小微企业创业园进行检查。该创业园集聚
了39家小微企业，主要生产电线电缆、小家电。
检查组在检查中发现，不少企业及整个园区还存
在电气安全、消防设施、工人安全保护、现场管理
等方面的问题，并当场向余姚市政府作了反馈。

检查组成员、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城建环资
工委副主任方晓红说，企业要有所作为，落实主
体责任，“现在员工流动性强，企业应该加强员工
的安全教育培训，要加强设备维护保养、文明生
产等现场管理，同时建议园区要加强统一的安全
管理和应急管理，提升现有管理水平。”

据悉，市人大常委会本月下旬还将结合听取
审议市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情况报告和本
次安全生产执法检查情况报告，组织召开专题询
问会，就安全生产有关问题开展对话。

本报讯（记者 周科娜 通讯员 廖鑫）昨
天，记者从市城乡争优办获悉，历经一个多月
施工，机场路、环城南路快速路高架桥桥面绿
化美化工程基本完成高架内侧防撞墩涂装，机
场路（34省道-机场南环立交）、环城南路（机场
南环立交-东苑立交）高架主线鲜花种植，为市
民出行添上一道靓丽的花卉风景线。两项工
程预计在9月底全线完工。

机场路、环城南路快速路高架桥绿化美化工
程于4月20日开工。其中，环城南路快速路高架
桥桥面绿化美化综合整治工程涉及鄞州区、海曙
区，工程西起海曙区环城南路与机场路枢纽立
交，东至鄞州区东苑立交，全长9.3公里，包括广
德湖路立交、东苑立交2个立交节点。

机场快速路高架桥桥面绿化美化综合整
治工程位于海曙区、江北区，工程建设范围为
机场快速路全线，南起海曙区机场路34省道
立交，北至江北区保国寺互通，全长约17.3公
里，包括洋市立交、通途路立交、34省道立交
3个立交节点。

记者从市城乡争优办获悉，两条高架桥的绿
化美化综合整治工作，包括高架桥桥面范围和主
要互通枢纽立交部分，建设内容有快速路高架

桥桥面防撞墙涂装美化、桥面两侧防撞墙绿化
建设和浇灌供水、供电设施等相关配套工程。

这两处快速路高架桥绿化的设计亮点有哪
些？城乡争优办相关负责人表示，采用轻质蓄水
种植容器，耐老化性能高，同时根据其自身特点
提高植物的供水及护根作用；轻钢结构完全隐藏
在内部，简单、轻便、牢固、美观；循环系统使每个
容器内的植物得到精准均匀的浇灌及施肥施药
等，使高架桥绿化形成一个整体系统；选用多种
抗高温、耐严寒、耐旱的植物，可粗放管理；高架
混凝土桥受环境影响易产生霉变及碳化，采用涂
装处理，能有效保护混凝土桥的结构环境，同时
增加色彩保证整体景观效果。

市城乡争优办相关专家介绍：“机场路主
线高架，春夏秋三季将选择花色艳、花量大的
三角梅，下霜后更替为冬季开花的茶梅；环城
南路主线高架选用花色艳丽、花量丰富的黄从
容、安吉拉等月季品种搭配种植。互通节点则
选用其他观花、观叶品种与冬季常绿植物搭配
种植，突出节点特色。这些高架绿化的种植，
将保障四季有景可赏。”

机场路、环城南路快速路两项绿化美化工
程预计在9月底全线完工。 第二届世界姚商大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王元卓 通讯员 杨明）昨日，
第二届世界姚商大会在余姚太平洋大酒店举行。
大会共邀请姚商及姚籍知名人士300余人，其中
不乏世界500强、中国500强知名企业以及国内
外经济领域知名的专家和学者。

据悉，第二届世界姚商大会以“融合新时代、
共谋新发展”为主题，本次大会邀请到了上海工商
企业代表团参会，并以承接上海产业转移为主题
开展广泛交流合作，邀请了华东地区台青会会长
代表以及部分地区海创会参与本次大会，为宁波
建设创新型城市引才引智，体现了姚商大会的包
容性、多元化和实效性。

广大姚商反哺故里，现已成立了总规模10亿
元的姚商基金，并投入1.7亿元扶持7家企业。在
第二届姚商大会上，有17个项目签约，总投资达
202亿元。

本报讯（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吕倩清）前天
上午，奉化区岳林街道办事处组织人员对长汀东路
沿线违法建筑进行第二次集中整治，这是继4月3
日长汀东路北侧违法建筑拆除后又一次集中拆违
整治行动。

此次整治重点为梁家墩村区块，大部分属于临
时建筑。据奉化区三改一拆办相关工作人员介
绍，该地块属于历史遗留，形成已有较长时间，既
有外来人员出租房，又有正常营业的快运公司等，
脏乱差情况严重。为确保拆违工作顺利推进，工
作人员事前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街道联村干部

和村干部也多次走访户主，做好同意拆除的思想
工作。据统计，此次整治共计拆除违法建筑面积
约5000平方米。

记者还了解到，奉化区溪口镇将三改一拆整治
区域延伸至浒溪线、北环线等重点路段，并对辖区
范围内的高速公路、省道、县道及桥下空间存在的
问题迅速落实整治措施，目前已完成116个问题点
位的整治，其中拆除沿线残留广告牌26个、乱搭乱
建21处，清理违法建筑面积1528平方米，整治乱
堆乱放37处，处置废品垃圾16处，主要旅游通道
沿途两侧环境得到了较好的改善。

奉化对长汀东路沿线违建进行二次整治

高架绿化美化
四季有景可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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