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切实加强工业企业火灾防范，
宁波市消防救援支队近期针对工业
企业违法搭建、违规操作、违规住人
等突出问题，以及无证电气焊等违规
行为开展重点整治，现曝光第二批工
业企业消防执法“八个一律”典型案
例。

违法建筑占用防火间距的处罚
案例：余姚市盛康达电器有限公司，

在厂房与厂房之间违法搭建钢棚作
为仓库使用，占用防火间距。消防救
援部门责令该公司整改隐患，并给予
罚款1.5万元的行政处罚。

未设置消防设施、占用防火间距
的处罚案例：慈溪市慈东毛绒有限公
司，企业内部消防设施、器材、消防安
全标志配置、设置不符合标准；厂房
之间搭建钢棚，占用防火间距。消防

救援部门责令该公司整改隐患，并给
予罚款5万元的行政处罚。

违规住人影响消防安全的处
罚案例：宁波凯成车业有限公司，
在厂房内部分楼层违规设置住宿
场所。消防救援部门责令该公司
停产停业，并处罚款 3.5 万元的行
政处罚。

记者 马涛 通讯员 尹莹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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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上午，近40名参加
“海燕集结”活动的宁波籍留学生
走进我市知名上市企业均胜电子，
参观了PIA智能制造工业4.0数
字化工厂和Preh智能驾驶发展沿
革。“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宁波有这
么厉害的汽车智能制造产业！”“看
见这个MADE IN NINGBO，真

是无比骄傲”……参观完毕，“海
燕”们不停诉说着内心的震动。

记者了解到，本次“海燕集
结”活动由宁波市委组织部（人才
办）、宁波市人力社保局、宁波市
侨联主办，宁波市留联会、市海外
人才服务中心和海曙区侨联共同
承办。活动以“致青春、创未来、甬

有你”为主题，吸引了来自美国、
英国、乌克兰、澳大利亚、瑞士、
新加坡及中国港
澳台地区的近
40 名甬籍留学
生参加活动。

记者 滕华
通讯员 梁志军

“任何陌生的水域都不要去，不要抱
有侥幸心理！”一到暑假，孩子们的安全
教育成了头等大事，7月4日晚，宁波市
公安局、宁波市教育局等部门联合开展

“防溺水·暑期安全第一课”直播活动。
课堂上，老师们讲案例、分析安全

形势、介绍防溺水的经验做法，以及科
普溺水中自救和他人救援、溺水后抢救
的知识。全市150余万名师生及家长
观看直播后，纷纷在平台上留言：“家长
重视一小步，孩子安全一大步。”“暑假
到了，这堂课至关重要。让孩子安全度
过暑假，是家长们的首要工作，看好各
家孩子哦。”

正是看到了溺水预防工作的紧迫
性及严峻性，从2018年开始，宁波开启
了全民预防大行动。

四年来，宁波共投入资金3459万
元，积极构建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四
位一体”的防溺水工作体系，取得了较
为明显的效果：全市
溺水亡人事故得到
了有效遏制并逐年
下降。

记者 邹鑫
通讯员 徐超

致青春 创未来 甬有你
甬籍留学生参加“海燕集结”行动

【甬上甬上视频】

扫码了解
更多内容

扫码
看精彩视频

炎炎夏日里

披着“毛衣”
的朋友们是啥样？

【甬上甬上发布】

扫码了解
更多内容

消防部门曝光3家火灾隐患单位

预防溺水大行动！
宁波150万师生及家长
齐上防溺水直播课

7星彩第22076期：1 7 8 5 3 8 5
6+1第22076期：3 1 6 7 5 2 4
20选5第22176期：01 04 08 12 19
排列5第22176期：4 1 6 6 1

（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体彩开奖信息

双色球第2022076期：
08 09 10 13 24 29 02
福彩3D第2022176期：7 4 7
15选5第2022176期：
01 06 07 10 14
快乐8第22176期：
03 09 10 16 20 25 30 36 37 40
44 57 58 60 68 69 72 77 78 80

福彩开奖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