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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潘怡帆 通讯员 樊开华

本报讯 近日，我县大塘港流

域 6 个行政村的生活污水项目获

2015 年中央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1000 万元，占宁波市获补该中央

专项资金的三分之一。

据了解，该工程项目共涉及

新桥镇下七里村，晓塘乡新厂村、

月楼村、中岙村、胡家峙村，定

塘镇小湾塘村等 6 个行政村，总

投资 2206.2 万元，日处理能力

748 吨，共需铺设污水主管网

99803 米，检查井 3164 个，处理

终端 21座，建设工期为 5 至 7个

月。工程建成后，可使 6 个行政

村 1824 户受益，年可削减 C O D

和氨氮排放分别为 41.06 吨和

2.74 吨。

2012 年，我县出台《象山县

农村生活污水分散式处理设施运

行维护管理办法（试行）》，提出

了通过专业公司社会服务外包为

主，村日常巡查管理为辅的运维

模式，建立农村污水处理设施长

效运行维护管理机制，全力确保

农村分散式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建得成、管得好、用得上”，实

现长效运行。目前，我县已有

130 个村实现专业公司为主、村

日常巡查为辅的生活污水处理运

维模式，总体运行情况良好，管

道、设备维修及时，经相关检查

监测，合格率达 95% 以上。

“待以上 6 个村建成验收移

交后，也将根据相关文件精神，

采用专业公司管理和村日常管理

相结合的模式进行管理，为今后

良好的运行提供全方位的保障。”

县财政局相关负责人说。

我县获中央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1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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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益

本报讯 昨天上午，中海油惠

州炼油二期项目 100 万吨 /年乙

烯装置丙烯塔整体在我县制造完

成，正式装船启运交付（如图）。
据了解，该塔器由中石化炼

化工程集团宁波工程公司承制，

设备总重量达 2300 吨，长 120

余米、内径 8.8 米，是当今亚洲

最大整体制造、整体运输的塔器。

同时，这也是炼化工程集团宁波

工程有限公司迄今为止完成整体

制造、整体运输最重的一台特大

型炼油装置非标设备，再次刷新

了该公司保持的记录。

县领导叶剑鸣、郑亚红、吴安

定、石坚定，中石化宁波工程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总经理何建波及相关单

位负责人出席启运仪式。

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个塔

器制造用了将近 7 个月时间。通

俗地说，该塔器是用来生产塑料、

橡胶等物品，跟人们生活息息相

关。为了能顺利将这个“巨无霸”

运上船，动用了有 350 多个车轮

子的平板车，短短 500 米的距离

花了 7 小时左右。以往制造这样

的塔器都是采用分段式，然后再

运到目的地施工组装。相比之下，

整体制造、整体运输不仅减短了

工期、降低了施工风险，而且适

应了国内外炼油化工装置向集约

化、大型化的发展趋势。

位于象山产业区临港装备工

业园的中石化炼化集团宁波工程

有限公司象山设备制造厂，是一

个建成投用不久的炼油化工非标

制造工厂。这台“巨无霸”在这

里成功制造加工完成，不仅检验

了这座新工厂的生产加工能力、

运行管理能力，提升了该公司炼

油化工大型非标设备的制造能力

和硬件条件，也为企业在开拓国

内国际市场、承接大客户订单、

实现中国设备走出去展示了良好

形象，并且对带动当地相关配套

产业上下延伸发挥了一定作用。

亚洲最大整体制造运输塔器象山制造
叶剑鸣等昨出席启运仪式

记者 张海峰

本报讯 1 月 4 日至 6 日，省

教育厅副厅长于永明带队，对我

县创建省教育基本现代化县工作

进行督导评估，并于 5 日上午召

开了评估汇报会，6日下午召开了

评估反馈会。县委副书记、代县

长黄焕利出席汇报会并介绍创建

情况。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励

志纲在反馈会上表态发言。副县

长王安静参加相关会议。

评估组查阅了我县创建省教

育基本现代化县各项工作的有关

台帐资料，实地考察了 18 所各

级各类学校，对部分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以及学生家长进行了面

谈和随机电话访谈。评估组重点

从强化教育保障、坚持育人为

本、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

量、推进改革创新等方面，对象

山的教育基本现代化县创建工作

进行了全方位评价。

目前，我县共有各类学校 152

所，在校学生 82812 名，在编教

职工 4732人。近年来，我县紧紧

围绕创建省教育现代化县目标，

着力加大教育投入，不断改善办

学条件，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教

育事业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先后

获得了国家首批义务教育发展基

本均衡县、全国家庭教育工作示

范县、宁波市实施学前三年提升

行动计划先进县等称号。

评估组对我县的创建工作给

予充分肯定，并希望我县再接再

厉，进一步强化政府职责，确保

教育优先发展；进一步强化难题

破解，确保教育优质发展；进一

步强化环境建设，确保教育健康

发展。

黄焕利代表县委、县政府对

评估组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

说，此次督导评估对提高我县办

学水平和质量、提升我县教育发

展综合实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教育是国计大事，是民生要

事。推进教育现代化是一项长期

任务，我们要以此次验收为新起

点，围绕创建省教育现代化县的

更高目标，进一步统一思想，凝

聚共识，振奋精神，强化措施，

努力推动我县教育事业更好更快

发展。

我县接受省教育
基本现代化县督导评估

记者 金旭 通讯员 黄建

本报讯 昨天，记者从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获悉，根据县委、县

政府 《关于加快推进工业强县的

若干意见》 精神，近日，该局制

定出台 《关于优化工业经济发展

环境、服务工业强县实施方案》，

以进一步扩大各基层市场监管所

企业登记的权限。

该方案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实

施。方案明确指出 ，按照就近

办理原则，允许下属基层市场

监管所 （除石浦分局、丹东所、

丹西所辖区外） 在原先下放注

册资本 100 万元 （不含） 以下

公司制内资企业登记权的基础

上，扩大到注册资本 500 万元

（含） 以下公司制内资企业的登

记权；下放注册资本为 500 万

元 （含） 以下挂“宁波”行政

区域的企业名称初审权，由各

基层市场监管所受理后，直接通

过企业名称申报系统报宁波市市场

监管局审批。

此外，各基层市场监管所还可

办理辖区内所有内资有限公司分

公司的设立、变更和注销登记，

以及因营业执照遗失、破损、旧

换新的补发或换照手续。

基层市场监管所
企业登记权限扩大

记者 夏超明 通讯员 罗锦标

本报讯 日前，在省农业厅公

布的 2015年省级农业社会化服务

示范县名单中，我县名列第二，标

志着我县农业社会化服务工作取

得新突破。

近年来，我县坚持主体多元化、

服务专业化、运行市场化方向，创

新农业社会化服务方式，运用政府

公共财政资金，通过委托、承包、采

购等方式向社会力量购买农业公

共服务，积极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

示范县创建工作。在健全农业公益

性服务机构的基础上，引导农民专

业合作社、专业技术协会、涉农企

业等社会力量采用合作、订单、托

管等方式，广泛参与农业产前、产

中、产后服务，促进农业生产社会

化发展，培育多元化农业服务组

织，提高农业公共服务能力。

据了解，我县在浙东白鹅的统

一孵化销售、畜牧兽医技术服务、

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重大植物疫

病社会化防治、沼液配送及沼气维

护、绿化造林、农业小中型企业服

务整合等农业社会化服务方面，形

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农业公益

性服务供给机制，健全覆盖过程、

综合配套、便捷高效的社会化服务

体系，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和

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我县被评为省级农业社会化服务示范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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