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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雅莲调研澥浦镇

贯彻落实新理念
奋力创造新辉煌

本报讯（记者陈巍 舒适）昨

日上午，区委书记林雅莲带领国
土、经信、科技等部门负责人，前往
澥浦镇调研。林雅莲一行访问企
业、踏勘重点项目，现场研究重点
难点问题，并听取澥浦镇2018年

工作思路汇报。
林雅莲一行首先来到宁波家

联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是全区智
能工厂建设的佼佼者。林雅莲参观
了企业多条生产线以及样品展区，

对企业在设计研发、智能改造方面
大力投入的做法表示赞赏。

家联公司今年斥资引进了多
台（套）德国库卡自动化设备，并且
跟随宜家等大客户的需求调整产

品设计、产品类别。企业今年的产
值已达7.7亿元，正在积极开展IPO
的前期准备工作。

林雅莲一行随后来到汇众粉
末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当得知企业

拳头产品的关键核心硬件全部由
企业自行设计、打磨时，林雅莲表
示，企业在核心技术上力求突破，
体现了镇海制造的“工匠精神”。

汇众粉末机械是一家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粉末冶金装备制造
企业，新研制的CNC粉末压机在
精度、稳定性等方面领先国际同
类产品。

在走访企业中，林雅莲询问

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并要求澥浦镇和相关部门做好各
项服务，协调解决用地用电、人才
引进等方面的共性问题。

林雅莲还实地踏勘中南高科

镇海智造谷项目用地，要求澥浦
镇加快拆迁清零、完善要素保障
机制，尽快推进项目落地。

在座谈会上，林雅莲听取了
该镇2018年工作思路汇报。她指

出，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坚持把抓发展作为第
一要务，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
落实“中国制造2025”镇海行动方
案，用足用好政策，加大重点企业

扶优扶强力度，抓好招商引智，大
胆探索新兴业态，充分调动企业
家的积极性；加快提升城镇品质
和人居环境，抓住小城镇环境综
合整治和国家级卫生镇创建契

机，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推
进无违建创建；积极破解要素制
约，盘活存量土地资源，推进工业
园区有机更新；践行乡村振兴战
略，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推进

民俗文化小镇建设步伐。
“2018年，澥浦镇各项任务很

重，有硬仗要打。”林雅莲强调，要
抓好工作、带好队伍，按照锻造雄
镇铁军的要求，打造一支善于攻坚

克难、能够堪当重任的干部队伍，
着力提升作风能力；要树立大抓基
层的鲜明导向，加强机关、村（社
区）、企业的基层党建工作，夯实各
领域基层基础建设。

2018年，澥浦镇将在优环境、
强产业、提品质等多方面发力，大
力推进幸福、宜业、美丽、宜居、文
化“五个澥浦”建设。

新提任区管局级领导干部党性党风党纪培训班开班

强党性 优党风 守党纪
本报讯 （记者王茵 李洁） 为

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进一步
提升领导干部的政治素养，全区新
提任区管局级领导干部党性党风党
纪培训班于12月5日在区委党校开
班。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

委主任童华强为学员们作集体廉政
谈话。

童华强围绕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深刻解读了党的十九大报
告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新精神新部

署，结合近期典型违纪案例，分析

了今后一个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童华强
要求，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最大程度、最快速
度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

部署上来，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
在首位，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做到
讲政治、明大势、顾大局；要深刻
认识当前领导干部面临的风险，规
避“一言堂”“小圈子”“身边人”

“庸懒散”“乱作为”“微腐败”等

各类风险，抵御外界诱惑，做到知
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要牢牢把
握新时代党员干部的新使命新要求，
准确处理好组织与个人、当官与为
民、有为与有位、权力与法律、公

义与私利、家风与政风的关系，发
挥表率、严于律己，做到忠诚、干
净、担当。

童华强强调，坚持党要管党、
全面从严治党，首先就是要管住领

导干部。全区领导干部要不忘初心、

不负重托、不辱使命，时刻绷紧纪
律这根弦，系紧自我约束的“风纪
扣”，锐意进取、埋头苦干，争做为
民担当、清正廉洁的新时代好干部，
为建设港口强区、打造品质之城作

出贡献。
培训班为期一天半，设置《十九大

精神解读》《领导力开发与提升》等课
程，2014年11月以来新提任的区管
局级领导干部参加培训学习。

两镇企入围商务部服贸重点企业
将提供政策支持强化龙头优势

本报讯（记者金黄璐敏 通

讯员孙雪芬）近日，记者从区商务
局获悉，我区企业中交上航局航
道建设有限公司和宁波家联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入围商务部服务贸
易重点企业。

中交上航局航道建设有限公
司主要从事国内外港口与航道疏
浚工程、海岸与近海工程、筑堤与
吹填造地工程、堆场道路和陆域
构筑物、地基与基础工程等业务。

2000年以来，公司在国内外承建
和参建了多项重大港航项目。其
中，完成国内首条30万吨级航

道———浙江舟山虾峙门口外航道

整治工程和国家“十五”重点援外
工程———巴基斯坦瓜达尔港航道
建设任务。

宁波家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一家从事新型塑料和生物材料

研发、生产、技术推广的企业，产
品100%实现出口。公司通过了食
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双认证及美
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和公共卫生与
安全领域的权威机构的认证。

“我区两企业入围商务部服务
贸易重点企业，不仅为我区落实服
务贸易领域各项支持政策并加强
事中事后监管提供了依据，还有利
于形成并发挥本土服务贸易企业

的龙头优势，带动我区服务业转型
升级、提升国际竞争力。”区商务局
外包科负责人孙雪芬表示。

镇海人杨福家入选“当代教育名家”
全国仅90人 宁波唯一

本报讯（记者王茵）近日，《中

国教育报》公布了“当代教育名
家”名单，全国90名教育工作者
当选。祖籍镇海骆驼的中国科学
院院士、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杨
福家成为宁波唯一入选的名家。

杨福家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
核物理学家，中国特大型综合性
辞典 《大辞海》 的副主编。他于
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曾担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

究所所长、复旦大学校长等职。

在教育理念上，杨福家一直
推崇博雅教育理念：“博”即文
理相通，博学多闻；“雅”就是
强调“做人第一、修业第二”；
以学生为中心，以教书育人为

本；实行以小班课为主的第一课
堂，鼓励学生提问题，培养质疑
精神；鼓励并协助学生们参加第
二课堂，即学生社团、社会实践
和参与科研活动。

昨日，记者在蛟川街道清水
浦村看到不少工人正在铺设污水
管道。该村党总支书记朱明章告
诉记者，此次覆盖全村的截污纳
管工程将有效提升村民生活环境
的卫生质量，目前工程已经完成
百分之七十，预计月底完工。

（记者叶啸天
通讯员周秤 摄）

截污纳管

林雅莲调研人才工作时强调

激发人才活力 厚植发展优势
本报讯 （记者汪董 张宁） 昨

日下午，区委书记林雅莲调研全区
人才工作。林雅莲强调，镇海要实
现“建设港口强区、打造品质之城”
的奋斗目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需要人才。要坚持创新引才用才体

制机制，积极打造更有活力的创业
创新生态系统，广聚人才、用好人
才、成就人才，为推动全区经济社
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
支撑。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戴凌

云参加调研。
林雅莲首先来到金色广场人才

公寓，实地考察我区人才公寓建设
情况。在向公寓管理人员详细询问
了公寓日常管理和配套服务情况后，

林雅莲还随机走进其中尚未出租的

一间，查看公寓内部设施建设。约
50平方米的房间内，一厅两卧一厨
一卫，空调等家电俱备，真正做到
了拎包入住。“安居才能乐业。”林
雅莲指出，要持续抓好人才公寓的

建设管理，做好人才公寓的功能配
套，及时解决人才住房问题，确保
人才安心干事创业。

随后，林雅莲来到宁波晶钻工
业科技有限公司。由该企业创新团

队自主研发设计的国内首条克拉级
CVD大单晶金刚石生产线，此前已
在市国家大学科技园投产，填补了
国内CVD大单晶金刚石生产与高端
工具等高端领域发展空白。在企业

创新团队带头人江南、张军安的陪

同下，林雅莲参观企业的创新成果
展示，了解企业产品生产工艺流程，
并就政府出台政策、人才服务环境
等方面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建议。

在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石化建

安有限公司，林雅莲走进生产车间，
参观了企业研发制造的大型装备，
并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详细了
解企业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工作开
展。作为一家集装备研发与制造、

石化检维修工程、技术咨询与服务
为一体的综合型工程企业，石化建
安在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方面形成
了党建引领、效率并重的独有特色。
对于企业多年坚持“双效率”特色

党建工作法，深度融合党建工作与

企业发展、人才培育的做法，林雅
莲给予了充分肯定。她说，石化建
安对党建工作的创新探索，汇聚了
推动企业跨越发展的正能量，也为
全区企业提供了很好的示范效应。

调研中，林雅莲指出，镇海发
展求贤若渴。要始终坚持人才是创
新驱动的核心资源理念，在深耕细
作人才引育上做文章，在加快形成
有利于干事创业的环境上做文章，

在激发人才活力、提升人才质量上
做文章，让更多人才参与到“港口
强区、品质之城”建设中来，让各
类人才的创造活力转化为推动镇海
发展的磅礴动力。

入户排查补疏漏 现场指导促整改
我区开展居民自建出租房消防安全隐患专项整治

记者金黄璐敏

“9·25”台州玉环民房起火，“11·
18”北京大兴区自建房屋起火两起重
大人员伤亡事故引起全国高度重视。
我区外来务工人员基数大，出租、群

租现象常见，且普遍存在出租房防火
分隔不到位，电线私拉乱接，电动车
乱停乱放，居室面积过小等问题，潜
在安全隐患较多。

冬季来临，气候干燥，意外发生

可能性加大。为进一步加强出租房消
防安全管理、遏制群死群伤火灾事故
发生，我区决定对全区居民自建出租
房开展消防安全隐患专项整治排查
工作。

12月5日上午，记者跟随区消防
大队、区公安分局庄市派出所和属地
社区负责人来到庄市街道庄一社区
九十九间居民自建出租房区域，针对
出租房内私拉乱接电线、电瓶车乱停

放乱充电以及住户消防安全意识薄
弱等现象开展多部门消防安全隐患

联合宣传、检查和整治工作。

庄一社区九十九间是自建出租
房集聚处，大部分为木质结构房，且
房与房之间挨得很近。一些房子的建
筑为上世纪的小合院，院内群租现象
非常普遍，院子里高高低低挂满了衣

服。院内租户多，但逃生门只有一个，
一旦出现起火源，火势会迅速猛蹿，
租户逃生成功率就会下降。

记者走近一处出租房，进门就是
一条小长廊，顶上为木质房梁，三面

不透风。走廊墙壁上挂着灭火器；走
廊尽头停着两辆自行车和一辆电动
车，显得比较拥挤；墙角处扔着两个

接线板，外表老旧，电

线接口处的绝缘套已
有明显破损，甚至出现
了一个接线板接着另
一个接线板的情况；房
间外的电热水器一头

接着煤气罐，管子已经
非常破旧。据房东描
述，里头的租户只能通
过长廊外的大门出去。

随后，记者又跟随

相关部门和属地负责
人来到另一处出租房

内。一个狭小的房间承担了卧室、饭

厅、厨房的多种功能，墙壁上是脱胶
的电线和发黑接线板。当相关人员前
来检查时，房间里正烧着水，煤气灶
正在工作，锅里热饭的水已经被烧干
了。工作人员立马关掉煤气灶，关紧

煤气，避免发生意外。
当天，区消防大队和庄市派出所

民警对属地自建出租房集聚处一一
入户排查并由派出所民警发放《镇海
区居住出租房消防安全隐患整治告

知书》。对检查出来的问题，工作人员
条条进行针对性说明并提出整改建
议，告知租户消防安全的重要性。

根据全区人口结构比例和近期

火灾事故教训，我区对居民自建出租
房消防安全隐患十分重视，多次召开
相关工作协调推进会，组织多部门及
大量人员进行相应检查、登记、宣传
和消防设施设备的安装、更换。

目前，我区已开展烟感报警器
的安装工作，在部分公寓楼内配备
了独立式烟感报警器和联网式烟感
报警器，对电气线路也采用了金属
套管或PVC阻燃套管的敷设，三层

及三层以上的楼房还配备了逃生缓
降器。大部分出租房也配齐了相应
的消防设施。

此外，为有效解决电动车在室
内、通道、出口处等区域乱停放和私

拉电线充电现象，相关部门在公共区
域还设置了电动车集中充电桩和充
电棚，规范电动车的停放、充电等问
题。

区消防大队参谋吴彬提醒广大

市民，假如发生了火灾，先不要心慌，
马上拨打119报警电话。如果附近有
灭火器，必须尽快灭掉初期火源，避
免火势扩大。若救火失败，则应尽快
撤离，首先保证人员安全。

镇灵通微信公众号镇灵通新闻客户端

图为工作人员正在检查电器设备。

“五水共治”

劣V类水剿灭
深化

镇中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活动
“镇灵通”新闻客户端连续三天现场直播

想看学霸表演吗？12月7

日—9日，镇海中学将在区人民大
会堂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82
周年活动。届时，小镇镇将作全
程直播哦。直播收看方式：在各

大应用市场或者直接扫描右边二
维码下载“镇灵通”新闻客户端，
精彩内容将在首页焦点栏目以及
在现场板块中呈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