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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姿添 叶啸
天 通讯员罗梦圆）“林师傅，我
来报名后天的桶边督导志愿者。”6
月28日下午，家住招宝山街道天宝
小区的80岁老党员林世强手机里收
到这样一条信息。据悉，为了响应
后大街社区党委号召，老人自发包
干自己居住的楼道，定期检查楼道

居民垃圾分类情况。现在，楼道里
的12户邻里不仅做到100%垃圾分
类，还在他的带领下积极参与志愿
活动。

林世强已是耄耋之年，为何还
会执着于督导楼道垃圾分类呢？参
与过许多垃圾分类宣传活动的他发
现，光靠简单的宣传很难将理念细
化到个人。于是他想出了党员包干
楼道的点子，并在今年 4 月底开
始，以微信群为媒介，发动邻里每
日晒桶，以一人之力带动一整楼，
进行自我约束和管理。

记者采访林世强当天，正巧赶
上一次“突击检查”。老人的腿脚
不太利索，拄着拐杖上楼都显得有
些吃力，只见他轻轻叩开居民家的
门，就径直走向垃圾桶检查，并问
道：“垃圾分类做得怎么样？家里
人都在分吗？”老人即使腿脚不
便，还是坚持挨家挨户上门检查垃
圾分类情况。

有的居民一看到他敲门，就主
动拎着垃圾桶出来接受检查。“我
母亲一大把年纪了还能做好垃圾分
类，这多亏了林师傅呀！”其中一

名居民笑着说道。
两个月的时间里，管好自家单

元楼下的垃圾桶和居民家中垃圾分
类成为林世强的日常职责。只要有
时间，他就会在自家楼下的阴凉处
搬把椅子坐坐，或是到垃圾桶附近
转转，在邻居们分类错误时进行劝
导，并详细记录居民对于垃圾分类
的意见和建议。他说，楼道就是家
的延伸，作为一名党员就要牢记入
党初心，起到带头示范作用，用平
凡简单的行动把垃圾分类这项工作
做好，将楼道文明建设得更好。

打造垃圾分类示范点

耄耋党员一人带动一楼
本报讯（记者陶欢欢）“衷

心感谢你们为我州边远贫困山
区学校捐赠图书。你们捐书助
学，功在当下，泽被后世！对
你们的义举表示诚挚的感谢
……”今年六一儿童节之际，
“书知天下·镇海人”公益捐书
活动向黔西南州晴隆、望谟2个
国家级贫困县的20所学校，捐
赠价值十多万元的 5126 册图
书。近日，参与公益捐书的的
区城关二中85届四班、区仁爱
中学等，相继收到来自黔西南
州共五封感谢信。

镇 海 爱 心 人 士 “ 书 知 天
下·镇海人”公益捐书活动的
倡导者陈伟高，有着24年对贵

州普安精准扶贫工作的经历。
在黔西南州发起脱贫攻坚决战
决胜总攻，如期完成全州最后
两个县——晴隆、望谟脱贫摘
帽任务的关键时刻，陈伟高决
定将今年的捐书活动定向捐给
两贫困县的孩子，助力两县早
日脱贫。据了解，各校已将所
有的爱心图书编号、造册，进
行专人专柜管理，并为师生开
放阅读。

“我们要求各校把这些书籍
管理好、利用好，让孩子们从
中汲取知识的养分，健康成
长，感恩社会，报效祖国……”
黔西南州关工委工作人员表
示，涓涓细流可以汇成江海，
拳拳爱心可以温暖他人，5126
册爱心图书奔波近两千公里，
让两县的孩子们获得更好的精
神食粮，他们也会怀着向上向
善的力量走得更高更远……

镇黔千里，纸短情长

五封感谢信见证浓浓帮扶情

本报讯（记者王姿添）端午假期
过后，随着副热带高压减弱南压，雨
水消停了一天的时间，只不过又闷又
热又湿的天气就像蒸笼一般，浑身上
下黏糊糊的。大家是不是都在盼着
出梅？很遗憾地告诉你，新一轮强降

水开启，出梅还要再等等。
昨日夜里，熟悉的“暴力梅”重回

我们的视线，又开始“兴风作浪”。6
月的最后一天也不消停，有明显降水
过程，雨量可达中雨。

下个月初，也难逃阵雨或雷雨的

形势，雨水依旧没有收敛的意思。值
得注意的是，7月2日夜里到3日，还
将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

气温方面，受降水影响，略有起
伏。7月 1日至 3日，最高气温在
28℃-29℃左右，4日开始，最高气温

会迈上30℃。另外要提醒大家，由于
前期持续降水，山体土壤饱和，大家
一定要注意防范此次降雨可能引发
的地质灾害，同时要密切关注气象台
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产
生活。

梅雨又出来“兴风作浪”

新一轮强降水开启

本报讯（记者沈王紫 实习
记者刘坤 通讯员奚悦） 进入
夏季，全国各地未成年人溺水
事件屡屡发生。6月 28 日，庄
市派出所民警来到庄市爱心小
学，为近百名外来务工人员子
女讲解防溺水知识。

“河边玩水安全吗？”“看到
有人溺水如何施救？”“去哪儿
游泳才安全？”课上，民警杨延
飞向学生们抛出这样几个问
题。他从实际案例着手，为学
生们生动解答上述问题，并重
点讲解如何预防溺水事件发生
及溺水时如何自救、救人等安

全知识。
“我们庄市爱心小学多数的

学生是跟随务工的爸妈一起来
到镇海的，就住在附近村子
里，很多孩子家门口就有小水
塘、水沟，暑假到了，如果他
们去玩水就有安全隐患。”民警
杨延飞表示，“希望可以通过这
节课，让孩子们有意识地远离
不安全水域，学会在危急时刻
及时应对。”

警方提醒，未成年人应牢记
防溺水“六不”原则：不私自
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
游泳；不在无家长老师带领的
情况下游泳；不在无安全设
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
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
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
救，尽量选择在岸上呼救，请
求成年人救援。

牢记防溺水“六不”原则

庄市派出所安全教育进校园
“七一”来临之际，区红十字会机关党支部

开展主题党课、志愿服务、廉政学习活动，还
为普安当地困难学生赠送爱心书包、为普安群
众发放博爱急救包等，唱响“博爱雄镇、生日
礼赞”红色主旋律，为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
献礼。

图为工作人员开展志愿服务。
（记者刘思妤 通讯员陈彦翰 摄）

重点巡查区
宁茂紧固件西侧崩塌边坡风险防范区
杜夹岙村北裸露点风险防范区、夏兴龙屋
后边坡风险防范区
废弃矿山区域
九龙湖镇河头村金池采石场风险防范区
路下徐采石场
九龙湖道路运输管理站西侧裸露边坡风险
防范区、半山庵裸露点风险防范区
九龙湖横溪村南侧山体风险防范区、横溪
农贸市场南侧山体坡面泥石流风险防范区
九龙湖华力紧固件南侧西侧裸露山体风险
防范区
九龙湖655乡道自来水厂上方风险防范区
九龙湖秦山村春毫茶厂西侧土质边坡风险
防范区
九龙湖汶溪方李村黄泥山边坡风险防范区
九龙湖汶溪村宁波恒联光电南侧裸露山体
风险防范区、汶溪水泥砖厂风险防范区
九龙湖汶溪村净圆禅寺北侧风险防范区
九龙湖汶溪村灵感庙东侧风险防范区
九龙湖田顾村马家桥采石场风险防范区
河头应家石场、河头应家开心石场
九龙湖田顾村马家桥顾明朝屋后边坡风险
防范区
庶来自然村山体
九龙湖宁波雨华建材有限公司北侧山体风
险防范区、九龙湖宙盾西南侧建筑模板堆
放点边坡风险防范区
九龙湖中心村永兴石料场东裸露点不稳定
斜坡风险防范区、宁波亿星公司渣土堆放
点管理房东侧边坡风险防范区、油罐边坡
风险防范区
九龙湖中心村小石塘自然村黄菊青屋后崩
塌隐患边坡风险防范区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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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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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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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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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周金海

周振杰

沈飞跃
朱凯明
郑晓民

牟年康

王海君

黄杰峰

朱永定

秦 琪

李明海

沈飞岳

姚 龙
杜瑞江
郑 明
应宏旗

金华锋

蔡红波

陈道刚

黄振年

颜兆军

职业或职务
村书记

务农

村长
挂职干部
村工作人员

务农

村工作人员

农业社长

村工作人员

农业社长

村委员

副书记

村委员
务农
村书记
务农

农业社长

农业社长

村委

村工作人员

村主任

联系方式
13958208028（667949）

13967859030（629030）

13819801636（661637）
15257493523（680523）
13857474325（617215）

13586881212（672121）

13857479443（668443）

13857477521（667524）

13506846012（666012）

13884412352（652352）

13757447972（664279）

13586922798（672798）

15067450270（670270）
13958203771（614771）
13566352266（666940）
13645744906（664906）

13858371307（641307）

13738833120（633120）

13958206831（660450）

13586883701（614701）

13958224425（660453）

巡查责任区域
吴夹岙自然村山体

杜郭自然村山体

河山自然村山体
金池自然村山体
吕岙自然村山体

勤山自然村山体

横溪自然村山体

长胜自然村山体

十字路自然村山体

秦山自然村山体

民主自然村、方李自然村山体

汶溪自然村山体

小洞岙自然村山体
三圣殿自然村山体
下畦自然村山体
应家自然村山体

马家桥自然村山体

庶来自然村山体

河头村自然村山体

迎胜自然村山体

中心自然村山体

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咨询及求助方式

2020年镇海区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监测巡查员公示
为了充分发挥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作用，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

根据《浙江省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和省市区有关文件精神，现将突发性
地质灾害易发区内群测群防监测巡查员名单及职责予以公布。各监测巡
查员应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切实履行工作职责，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地质灾害巡查员职责
一、掌握简易监测方法、灾害发生前兆识别、报警手段等防灾救灾

有关知识；
二、按要求开展地质灾害隐患的实地巡查，并完整填写监测巡查记

录，及时准确报告地质灾害隐患点发生变化情况；
三、熟知巡查责任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位置、所威胁的对象、应

急撤离路线、避灾场所等；
四、宣传有关识灾、避灾知识；

五、负责地质灾害险（灾）情报警，并妥善保管好配发的器具物品；
六、协助做好人员撤离转移、明白卡发放工作，保护好警示牌和监

测设施；
七、做好临灾应急处置相关工作。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政府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
宁波市镇海区应急管理局

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镇海分局
镇海区气象局

宁波市镇海区九龙湖镇人民政府
宁波市镇海区澥浦镇人民政府

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街道办事处
2020年6月30日

咨询内容
洪涝灾情及防汛防台抢险救灾
情况等相关事项
应急救援相关事项
崩塌、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
害相关事项
天气及预警信息等相关事项
防汛防台、地质灾害
防汛防台、地质灾害
防汛防台、地质灾害

主管单位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政府防汛防旱指
挥部办公室
宁波市镇海区应急管理局

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镇海分局

镇海区气象局
宁波市镇海区九龙湖镇人民政府
宁波市镇海区澥浦镇人民政府
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街道办事处

联系方式

86273531

86290155

86272746

86559121
86532123
86506067
86275868

2020年镇海区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监测巡查员名单
重点巡查区

九龙湖长石村八方日用品公司后方山体风
险防范区
九龙湖畔四期北侧风险防范区
红旗采石场
澥浦镇岚山采石场东侧淡水湾塘口风险防
范区
澥浦觉渡工农采石场宁波宝瑞公司北侧边
坡风险防范区、澥浦镇妮兴友谊铸造厂东
侧边坡风险防范区
澥浦觉渡工农采石场宁东工业燃料油公司
西侧边坡风险防范区、玲丰五金厂等3户
厂房西侧边坡风险防范区
宁波自来水公司澥浦供所西侧边坡风险防
范区、澥浦觉渡工农采石场东裸露点风险
防范区
澥浦山头方裸露点（中欣商砼）风险防范
区、澥浦镇方针采石场宝鑫机械西侧山体
风险防范区、澥浦镇觉渡小南山欣城五金
厂风险防范区
屯家摊石塘
澥浦沿山村大同园林西侧泥石流重点防范区、志
浩金属制品场东南侧边坡风险防范区
澥浦袁家采石三塘裸露点风险防范区、澥
浦袁家浦啊地山塘风险防范区
澥浦沿山村海峰采石场不稳定斜坡重点防
范区
澥浦沿山村袁家采石场不稳定斜坡风险防
范区、澥浦沿山村金张废弃山塘边坡风险
防范区
茶叶山石场
澥浦余严村老鹰山浙力紧固件风险防范区
息云寺区域山体
招宝山景区中法纪念碑风险防范区、虾虾
浓餐厅屋后边坡风险防范区

序号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姓 名

邵连明

王益军
姚俊杰

王利民

郑 云

邹国良

王世国

方 杰

张朝辉

王丽娟

金 杰

朱尧龙

邹挺国

王安国
沈岳林
李银伟

张镇波

职业或职务

农业社长

职员
村主任

农业社长

村书记

村主任

农业社长

村工作人员

村书记

村主任

村副书记

农业社长

村委

村主任
村委

工作人员

副总经理

联系方式

13429321669（670669）

13586830689（667513）
13806637805（662064）

13738833516（613516）

13777202728（666609）

13586886368（669369）

13738482087（642087）

13505882121（662100）

13858226332（666332）

13777216096（656096）

13732131606（651606）

13685708270（663270）

13506846892（686892）

13958203220（663272）
15757457740（647740）
15088401507（651507）

13857470068

巡查责任区域

黄杨自然村山体

九龙湖景区山体
小岚山自然村山体

岚山村山体

王家自然村山体

罗家自然村山体

小觉渡自然村山体

方针自然村山体

屯山自然村山体

屯山自然村山体

小袁家自然村山体

屯山自然村山体

金张自然村山体

余严村山体
余严村山体

驻漕自然村山体

招宝山景区山体

建设品质之城
推进垃圾分类

志愿服务
献礼七一

镇海普安廿载情
脱贫攻坚四千里

共享镇海平安
共建平安镇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