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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A09

争攻坚 一线采风

“六争攻坚”
干部风采集中展示

市县中层干部多渠道展现攻坚风采、讲述担当故事

昨天，在五一广场西楼二楼报告厅里，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风采展示活 “破难”；有的到农村基层担任第一书记；有的赴新疆、西藏、贵州、吉林等地
参与支援协作，
或到各大城市负责人才联络工作。
动。活动以“在服务推动‘六争攻坚、三年攀高’中体现担当作为”为主题，在约
市发展规划研究院综合经济研究部主任孙立锋在沪嘉甬铁路项目一线
2 个半小时里，演绎了“提速攀高、攻坚增效”
“一线挂职、破难前行”
“青春集结、
挂职。他说，这个项目对宁波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有重要作用，目前项目
共话担当”等 3 个篇章，来自全市各地各部门的数十名市县中层干部上台展示
进展非常顺利。
了风采。

提速攀高 攻坚增效
在“提速攀高、攻坚增效”篇章，第一个上台展示的是市审管办行政审批
管理处处长毛捍军。他以“为群众、企业‘最多跑一次’当好‘店小二’”为主
题，讲述了岗位工作的性质和职责。为了加深现场观众对他们工作的认识，
他还分享了一个故事。
有网民反映，外贸企业办理电子口岸 IC 卡需要跑市场监管、税务、商务
委、海关等多个部门，还要跑多个地方，挺小的一件事有时一天都无法完
成。为此，毛捍军组织相关部门组成“减负小组”，从优化资格审核流程入
手，让数据在部门间内部流转，取消各部门现场确认。现在，所有外贸企业
只需到海关窗口即可在一天内办完电子口岸 IC 卡。
在他发言完后，网民代表“向日葵”向他提问：在抓好审批服务提质增效
方面，市审管办下一步还有什么措施？毛捍军表示，他们正在深化绿色通道
服务，同时还将推出双休日、节假日错时服务及预约服务机制，让企业、群众
办事更方便。
接下来上台的是来自市住建委的村镇建设处处长、乡村人居环境攻坚
组专职副组长王勇。他的第一句话是“小城镇整治让我找到新的人生大舞
台”。小城镇整治专业性比较强、验收要求非常高。为了能让乡镇少走弯
路，顺利通过验收，王勇表示这段时间跑了不少乡镇。
“跑过了，看过了，心里
才踏实。”

一线挂职 破难前行
在 8 名市县中层干部展示完风采后，主持人在“一线挂职、破难前行”篇
章中，先后请出三组挂职干部。他们有的到重大工程、重点项目一线蹲点

孙立锋在项目融资方案中提了相当重要的建议。他说，初步估算，这
个项目至少要投资 360 亿元。目前，投融资模式倾向于采用 PPP 模式，但
这在全国还没有先例。为此，他希望能继续在这个项目贡献一份绵薄之
力。
宁海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组织人事科科长方樱到深甽镇柘坑戴村挂职第
一书记时间不长，但村民反映却不错。她是怎样融入到村民群众去的呢？
方樱说，最主要的是要放下身段，多走多看，用心用情。
她说，有一次村里水管漏水，她和村干部一起到现场开挖道路寻找漏
点，但一直没有找到。后来她联系了自来水公司，借来了听漏仪。听漏仪
需要夜深人静时才能工作，于是她和村干部一起，在半夜花了 2 个多小时
找到漏点，又花了 2 个多小时连夜抢修完成。这样，第二天一早，村里的
供水及时恢复了。
在西藏那曲市比如县任卫生局局长的市卫计委正处级干部刘琳挂职已
经两年。他表示，接下来的工作中，当地管理和运行体系的信息化系统需要
不断完善，学科建设和人才梯队培养也需要不断建设，在他回来前，必须建
立完善的体系。
当主持人问起家里的情况时，刘琳的眼眶有些泛红。原来，刘琳妻子之
前去新疆和少数民族地区挂职。等妻子回来，刘琳又要到西藏挂职。而在
他挂职期间，妻子查出了早期肿瘤。回到宁波陪了妻子几天，刘琳又赶回了
更需要他的西藏。

青春集结 共话担当
活动最后，在“青春集结、共话担当”篇章中，全市年轻干部培训班的学
员代表用集体朗诵、情景模拟等形式展现了基层年轻干部助推“六争攻坚”
的生动案例，
并用朗诵倡议书的形式展现青春风采、表达攻坚决心。
记者 林伟 通讯员 勇祖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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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高压冲洗车给排污设施
“洗澡”

鄞州 423 个
餐饮店隔油池统一养护
本报讯（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包静琴 吴俊炜） 昨天下午 2 点，
在鄞州区堇山路某大酒店门口，一个污水井被打开，一辆冲洗车对里
面的设施进行冲洗。然后，化验人员提取水样，准备拿回去进行化
验。
“这是给隔油池进行‘洗澡’——开展清理养护工作。”鄞州区综合
行政执法局排水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据了解，鄞州中心城区餐饮店隔油池油污排放问题一直是个顽
疾。隔油池未及时清理，油污不仅会附着在市政雨水管网上，堵塞管
网，而且其酸性物质还会腐蚀破坏市政管网。外溢的油污通过市政
雨水管网流入河道，污染内河，甚至溢出至地面，对周边环境造成极
大污染。为进一步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努力打造清爽有序、舒
适精致的城区环境，鄞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启动全市首个城区餐饮
店隔油池统一养护工作，将隔油池油污污染这个老大难问题通过专
业的技术力量进行解决。
“原来的养护模式，是由各单位自行清理为主，一般是发现油污
外溢了再进行清掏，养护频率不固定，也有部分小型隔油池处于无人
养护的状态。总体来说，清理效果不佳。”鄞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排
水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 因此，我们启动了城区餐饮店隔油池的统
一养护工作。”
经过前期的排摸统计，目前鄞州城区共有 423 个餐饮店
隔油池，已纳入统一养护，基本实现了城区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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