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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汤越 通
讯员申子彬） 昨日，镇海迎
来“断崖式”降温，当天最
高气温仅有15℃，最低气温
降至 10℃，妥妥满 25 减 10
的节奏。

从区气象局发布的预告
来看，受南支槽及暖湿气流
影响，未来 7 日我区阳光明
媚的天气格局会被打破，转
为多阴雨模式。今日多云到
阴，局部小雨；18日小雨转
阴，最低气温7℃，最高气温

13℃；周末降雨逐渐减弱，
周六到周日白天雨水有望停
歇。

相比本周一冷空气过后
的迅速反弹，这次气温回升
速度就显得有点“木讷”，直
到3月 21日，才有望回升至
20℃以上，21日前最低气温
将维持在8℃—10℃。

春天天气复杂多变，大
家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出
行记得带伞，注意及时添加
衣服，谨防感冒。

阴雨模式上线

“断崖式”降温后缓慢回暖

记者陈秀琦 孙珂沁 通讯员周丹丹

6时许，在雄镇集团园林公司庄市养
护所里，一个年轻身影早早到达……他叫
叶泉，身高一米八六，体型偏瘦，是个95
后帅小伙，对于在基点工作的一线园林养
护工人而言，是难得的年轻面孔。和工友
们互道早安，明晰工作任务后，叶泉转身
走向角落的小单间。

这是叶泉的办公室，房间不大，内置
一张铁制双层床，一张方桌，桌上倚着一
块大白板，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近期的大小
安排。靠墙立着两面柜子，里面摆满了文
件和园艺用品。每天，叶泉便在这里开启
一天的工作。中午稍作休息时，也会在这
里小眯一会儿。春去秋来，夏暑冬寒，晨
起迎接朝阳，晚归踏着星光，这是叶泉的
奋斗根据地。

叶泉从小就喜欢看风景，因此选择了
园林绿化设计相关专业，梦想长大后可以天天看风景。2016年
叶泉毕业来到园林公司实习，他满腔热血却没成为理想中的

“园林艺术家”。
“刚来的时候，我心里挺有落差的，没有想象中的与花草为

伴，只有修剪、施肥等繁琐的工作，很迷茫。后来在一次次工
作中，他逐渐意识到——风景处处皆是，维护城市仪容仪表，
保持整洁、美观，同样成就感爆棚。

“工作完成后，干净、整洁，令人赏心悦目，这些都是我工
作的动力。”叶泉说。这一干就是6年……期间，他坚持从最基
础的工作做起，从最基本的技术练起，在基点没事就不脱手
套，因此他绑麻绳、修剪树木的技术甚至比许多工友还要麻
利、标准。

如今，叶泉的工作越发游刃有余，他承担起了从世纪大道
到G329国道共计十万余平方米的庄市区块。而谈及叶泉的表
现，工友们都对他竖起大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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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问：镇海幼儿园蛟川
分园何时投入使用？

镇海幼儿园回复：镇海
幼儿园蛟川分园（暂名）地
址位于中官路与金锚路交叉
口，具体地址需经地名办批
准后方可确定。预计2023年
秋季开学。

询问：社区工作者在哪
里考？今年大概几月份开始
报名？

区民政局回复：2023年
镇海区城市社区专职工作者
招录尚未启动，我们会根据
社区工作实际需求开展招
聘，公告以镇海区民政局名
义在宁波人才网发布，同步
在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政府网
上发布。下步如有招聘计
划，将在宁波人才网发布信
息，请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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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月月1414日日，，在在
九龙湖镇小洞岙的九龙湖镇小洞岙的
茶山上茶山上，，一棵洁白一棵洁白
如雪如雪、、花团锦簇的花团锦簇的
老梨树吸引了不少老梨树吸引了不少
市民前来拍照市民前来拍照““打打
卡卡””。。面对着小洞岙面对着小洞岙
水库水库，，这棵生长了这棵生长了
数十年的梨树在阳数十年的梨树在阳
光的照耀下光的照耀下，，如锦如锦
如缎如缎，，熠熠生辉熠熠生辉。。
图为老梨树图为老梨树。。

（（记者陈莹记者陈莹
汤越汤越 陈朔愉陈朔愉

实习生顾雨婕实习生顾雨婕 摄摄））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
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的规
定，下列民办非企业单位已
经区民政局核准登记，特此
公告。

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
宁波市镇海区庄市街道巾帼
科创服务中心

单位性质：法人
业务范围：为广大科创

女性提供科技成果转化服

务；促进女性科技工作者科
创能力提升。

住址：宁波市镇海区庄
市街道1277号

法定代表人：曾哲
开办资金：叁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330211MJ9005720N
业务主管单位：宁波市

镇海区人民政府庄市街道办
事处

镇海区民政局社会组织登记公告
2023年3月15日 第 13号

聚焦民生热点聚焦民生热点

图为叶泉工作照。

（上接第一版①）扩大开放循
环的市场版图，主动用好国
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
源，持续推进“三商”攻坚
行动，引进集聚更多链主企
业、头部企业、新业态企
业。要推动改革攻坚先行示
范，大力实施营商环境优化
提升“一号改革工程”，统筹
抓好 4 大领域 16 项重点改
革，推动机构设置更科学、
职能配置更优化、体制机制

更完善、运行管理更高效。
要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先行示
范，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
摇”，进一步深化亲清政商关
系，大力支持企业走出去、
抢订单、抢市场，推动企业
加快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攀
升。要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
范，不折不扣办好各项民生
实事，围绕群众对美好生活
需要，着力提高公共服务优
质均等水平，让人民群众在

共建共治共享中增进民生福
祉。要推动社会治理先行示
范，坚决有力防范化解各领
域风险挑战，完善源头预防
机制，积极推进应急管理体
系和能力现代化，构筑起严
密严实、群防群治的责任链
条。要推动从严治党先行示
范，各级党组织要坚定扛起
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开展问
题大排查大整改，推动党的
全面领导落实到各领域、各

环节、各方面。
林雅莲强调，各级各部

门要强化真抓实干，在育产
业、强科技、扩内需、促改
革、惠民生等方面创造性开
展工作，全方位抓好风险排
查摸底、预警预防、应急处
突，全力抓好文明创建工
作，谋深抓实三个“一号工
程”，在抓落实中不断提高执
行力、创造力、战斗力，确
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上接第一版②）辣味更足，
以高质量的监督助推打造一
流城市、跻身第一方阵，谱
写中国式现代化市域样板新
篇章。

孙亚芳通报了此次巡察
的任务、对象范围、重点内
容、工作方式、时间安排及
问题反映渠道等情况。她指
出，市委提级巡察组将重点
聚焦镇海区纪委监委机关、
区委组织部贯彻落实党的理
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
大决策、省委部署、市委要
求情况，聚焦落实全面从严
治党战略部署情况，聚焦落
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情
况，聚焦履行巡视巡察等有

关工作责任情况，进一步统
一思想，明确巡察要求，高
质量完成好省委、市委交给
的巡察任务。

周方涛表示，市委提级
巡察组对区委组织部开展巡
察，是对部委班子的一次

“政治体检”，也是对全区组
织工作短板问题的一次“综
合会诊”。区委组织部领导班
子和全体干部将从忠诚拥护

“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
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刻
认识开展提级巡察工作的重
要意义，以严明的政治纪律
保障巡察工作，以强烈的政
治担当抓好整改工作，以实
际行动展现镇海组工干部敢

于担当、奋勇争先的良好形
象。

冯凯表示，市委提级巡
察组对区纪委监委机关开展
巡察，充分体现了省委、市
委、市纪委市监委对镇海纪
检监察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
纪检监察干部的关心厚爱。
区纪委监委领导班子和全体
纪检监察干部将全方位迎接

“政治体检”，严明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坚决服从巡察
工作安排，以严细深实的过
硬作风交出配合巡察的“高
分答卷”，彰显镇海纪检监察
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铁军形
象。

市委第二提级巡察组开

展驻点巡察时间为3月中旬
至5月中旬，主要受理反映
被巡察对象违反党规党纪以
及法规制度方面的举报和反
映。对其他与巡察工作无直
接关系的个人诉求、涉法涉
诉等信访问题，将按照分级
管理的原则，交属地有关部
门处理。为便于干部群众反
映问题，提级巡察组在巡察
期间，设专门联系电话：
18968383979，接听电话时
间为工作日上午9︰00-12︰
00；下午14︰00-17︰30，
同时设专门联系信箱，收信
地址为：宁波市镇海区A303
号邮政信箱，电子邮箱：
nbtixcz02@163.com。

（上接第一版③）
“经过一线排摸，我们

发现不少企业存在材料性能
提升、生产工艺优化等方面

的迫切需求。”骆驼街道党
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谢
蔚凌表示，围绕“招商惠商
安商”攻坚行动，骆驼街道

组织了此次考察活动，帮助
企业与重点科研实验室搭建
对话交流平台，为后续产学
研合作、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夯实基础，助推企业实现高
质量发展。

记者林璐瑶 通讯员叶雯

“有困难，有矛盾，咱就找
调解员帮忙！”3月15日，居民
何先生在调解工作室的帮助
下，成功化解了与隔壁邻居的
矛盾纠纷，而这样的场景在镇
海并不少见。

近年来，一批个人品牌调
解工作室发挥着愈发重要的
作用，他们突出的人格魅力和
公众影响力，充分发挥“明星
老娘舅”品牌效应，为群众排
忧解难。“一首席三制度”，这
是工作室的运作模式，也是调
解工作顺利开展的保障——
每个工作室都有一名首席人
民调解员，均建立一套完善的

调解网络联系体系、规范的工
作运行机制和有个人特色的
调解工作技巧。

区域辐射
提升品牌室服务力

“平时要定期在窗口值
班，有时还要上门调解。工作
确实忙，但我们就喜欢攻坚克
难，越困难的纠纷越喜欢挑
战，调解成功后的成就感和喜
悦感令人振奋。”作为调解工
作室首席调解员的胡伟定说
道。针对当地拆迁任务重的
实情，该工作室与属地村社调
解组织形成对接，胡伟定主动
组织调解工作室成员到村社
摸排拆迁矛盾纠纷，及时介入
调解，各类矛盾纠纷调处成功
率达98%，做到了“服务高水
平建设，人民调解先行”。

而另一边的“老何”调

解 工 作 室 则 积 极 打 造 以
“点”带“面”，以“面”织
“网”，人民调解“1+N”调
处新模式，以调解工作室为
中心，借助网格管理模式，
成立分室，通过点位影响
力，形成区位效应。

帮带教学
调解金字牌代代传

倪宪授是镇海区最早的
一批专职人民调解员，在他
的带领下，“宪授”调解工作
室组建了一支“娘舅”律师
团。因为热爱，他虽年逾古
稀依然坚守调解岗位。以老
带新是他现在的重任，刚退
休的调解“新生”蔡娅萍成
了老倪的弟子。“倪老师但凡
有调解就会叫上我，拉着我
一起研判卷宗，讨论解决方
案。他的言传身教让我快速

成长。”蔡娅萍时常感叹，倪
老师一心奉献、无惧岁月的
调解激情，是对她最好的传
帮带。

胡舜颐调解工作室则是
集帮带新人、矛盾调解、平
安建设“三位一体”的综合

“诊室”，鉴于调解队伍年轻
化的趋势，胡舜颐作为土生
土长的五里牌基层干部，30
多年来积累了丰富的调解工
作经验和方法，并以“三
关”法，带出一批优秀的调
解徒弟。

此外，“老何”调解工作
室首席调解员何平总结的

“早”“情”“恒”“法”“和”
五字调解法则，“永和”调解
工作室负责人李永和总结的

“三点三线借六力永和调解
法”也为我区调解工作提供
了良好借鉴。

我区推动个人品牌调解室建设

“明星老娘舅”解群众之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