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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瑶瑶 通讯员 朱夕映

本报讯 昨日，副市长、民盟
宁波市委会主委许亚南来象开展
“走基层、访盟员、听意见”调研活
动。县领导干维岳、胡建萍陪同
调研。

许亚南一行首先来到县畜牧
兽医总站慰问“全国道德模范”、
“全国人民最满意的公务员”、民
盟盟员陈淑芳，充分肯定了她在
自身专业水平、工作成效、队伍建
设等多方面的成绩。在随后召开
的“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
进”主题教育座谈会上，许亚南听
取了民盟象山县基层委员会开展

主题教育工作汇报，并向大家征
求意见建议。

自今年 9月民盟宁波市委会
开展“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
进”主题教育以来，民盟象山县基
层委员会第一时间召开工作部署
会，将主题教育与象山民盟成立
20周年纪念活动、各类教育培训、
教育基地建设、深入开展“三服务”
等活动相结合，扩大参与面，力促

主题教育取得实效。下步，民盟象
山县基层委员会将持续跟踪抓学
习，进一步深入开展主题教育，为
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
设水平、推进新时代多党合作事业
发展作出新贡献。

副市长许亚南来象调研

记者 陈益

本报讯 昨天上午，我县召开迎
接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
作动员部署会。县委书记叶剑鸣在会
上强调，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行动
上迅速有力，责任上压紧压实，全力
以赴抓好环保督察迎检准备工作，向
中央和省市以及全县人民交出一份
满意的环保答卷。县委常委、常务副

县长陈兴立主持会议。副县长石坚定
部署工作。县领导奚海峰、陈柳松、周
平飞、吴志辉等出席会议。

叶剑鸣指出，中央环保督察是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落

实好中央环保督察问题整改，既是
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又是一场环
境治理大会战。各地各部门要进一
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做好第
二轮中央环保督察迎检准备工作
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坚决克服麻痹
思想、侥幸心理，以最坚决的态度、
最务实的举措、最扎实的作风，确
保这次“环保体检”顺利通过。

叶剑鸣要求，要全面梳理整改
第一轮中央和省环保督察反馈问
题，对已整改完成的反馈问题开展
“回头看”，对尚在整改中的反馈问

题加大整改力度，对上一轮反馈的
环保信访件要认真落实。要全面整
改自查发现的重点领域环保问题，
做到表格化推进、清单式销号、闭

环式管理，并针对共性问题，举一
反三，从源头上防止和控制新的污
染产生。要统筹推进生态环境综合
治理，以这次中央环保督察为契
机，标本兼治、协同共治，在做好规
定动作的同时，抓好自选动作，共
同推进绿色发展。

叶剑鸣强调，要层层传导压
力，逐级落实责任，共同凝聚抓好
第二轮中央环保督察迎检准备工

作的强大合力。要加强领导、协同

作战，县迎检领导小组要牵头抓
总，细化工作方案，强化协调推进；
各地各部门要主动作为、相互补
台，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要主
动配合、全力支持，坚决服从督察
组的要求与安排，严把材料审核，
坚决杜绝弄虚作假。要真督严查、
强化问责，对问题整改落实情况进
行跟踪督查，确保各项工作举措真
正落地落实。

市生态环境局象山分局、县水
利和渔业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石浦镇在会上作表态发言。

叶剑鸣在迎接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动员部署会上强调

高度重视 迅速行动 压实责任
全力以赴做好迎检准备工作

记者 黄玎

本报讯 昨日下午，全县安全生
产整治座谈会召开。县委书记叶剑
鸣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上级部署
要求，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以首
战必胜的信心和决心，全力推进安
全生产和消防安全整治，严防各类
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县领导奚海峰、
穆锦斌、范建富参加会议。

会议听取了我县近阶段安全生
产和消防安全整治开展情况，并对当

前存在的安全生产工作重点难点问
题进行了研究。叶剑鸣指出，各级各
部门要切实增强做好安全生产的危
机感和紧迫感，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
侥幸心理，切实增强责任意识和风险
意识，始终把安全生产工作抓在手
上、放在心上、落实到行动上。

叶剑鸣要求，要进一步拓展隐
患排查覆盖面，在重点抓好危化品
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排查的同
时，向高层建筑、临街商铺、汽车修
理等各领域延伸拓展，确保排查“不

留盲区、不留死角”。要进一步加强
隐患整治，对排查发现的安全隐患
问题果断采取措施，立查立改、即知
即改，尤其对已整改的问题要开展
“回头看”，防止问题“反弹”“回潮”。
要建立安全隐患整改效果评估机
制，确保问题整改到位。要进一步加
强安全生产长效管理，不断创新工
作机制，及时总结经验，从源头上建
立安全生产的长效机制，切实提升
全县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会前，叶剑鸣带队到县消防救

援大队所在地，向奋斗在一线的消
防指战员致以亲切的问候，并参加
“消防体验日”活动。叶剑鸣指出，
县消防救援大队承担着防范化解重
大安全风险、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
故的重要职责，为我县社会安全稳
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希望消防救
援大队坚定不移地以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训词精神为统领，刻苦训练，严
格备勤，努力建设全面过硬的应急
救援主力军，全力保障社会和谐稳
定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叶剑鸣在全县安全生产整治座谈会上要求

坚持问题导向 强化整改落实
确保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日前袁 我县劳模工匠技术服务队
来到骏嘉重型机械制造公司袁 帮助企
业解决焊接等技术难题遥

劳模工匠技术服务队成员都是
相关领域经验丰富的技师专家袁经
过工会的牵线搭桥袁 深入有关企业

开展技术指导尧难题攻关尧技能培训
等系列服务袁 帮助这些企业打通创
新堵点尧助推发展遥 同时袁服务队还
与企业签订协议袁 建立长期技术帮
扶机制遥
（记者 张伟海 通讯员 董巍）

劳模工匠进企解难题

记者 孙建军 通讯员 奚祯苑

本报讯 近日，石浦科技园区
桩机轰鸣，若宇新能源汽车装备生
产线项目正式开工动建，预计
2021年试生产。

据了解，若宇新能源汽车装备
生产线项目是石浦镇引进的浙商
回归项目，计划总投资 6亿元，主
要生产新能源汽车装备、航空航天
零部件、汽车检具等产品，全部达
产后年产值超 10亿元。

项目是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
石浦镇坚持以招商引资为统领，以
特色园区为载体，积极搭建“双招
双引”平台，瞄准重点产业招商、定
点精准招商，着力引进一批支撑产
业转型升级的新项目、好项目，形
成了项目压茬推进的良好态势。去
年至今，该镇成功招引腾森鼎机
床、均富机电、康吉来生物等 5个
优质项目。其中，均富机电、诚元生
物已于上半年开工建设。

为了给企业送上贴心服务，
石浦提出“企业办事无扰，有求政
府必应”，以硬措施优化软环境，
擦亮帮办服务“金字招牌”，做细
做实“三服务“，精准助企解难题，
扎实推动重大项目快落地、见实
效。针对门前塘园区企业希望开
通公交线路的诉求，镇政府积极
对接公交公司，专门制订线网优
化方案，合理设置公交站点，调整
延伸公交线路，困扰园区职工多
年的上下班乘车难问题得以解
决。据统计，年初至今，石浦镇帮
助相关企业协调解决权证分割、
欠薪纠纷、融资等方面的实际问
题达 133个。

政企合力，发展提速。前三季
度，石浦镇多项工业指标位居全县
前列：实现规上工业产值 56.44亿
元，同比增长 6.6%；工业增加值
9.48 亿元，同比增长 8.17%；工业
投资 2.6亿元，同比增长 81.4%；双
底线考核取得 6盏绿灯的佳绩。

石浦工业项目建设
“多点开花”

记者 郑丹凤

本报讯 11月 6日下午，县委副
书记孙小雄赴新桥镇开展走乡入村
深化“三服务”活动，围绕乡村振兴、
基层治理等工作开展走访调研。他指

出，深入开展主题教育要注重实效，
以产业提质、乡村提档、增收提速、改
革提效、治理提升为主要内容，探索
走出具有新桥特色的“振兴路径”。

孙小雄一行先后走访调研了东

势农业基地、东方仙子田园综合体
项目、上盘村、新桥派出所，详细了
解精品农业打造、重大项目推进、民
宿产业转型、基层治理创新等情况，
并听取新桥镇工作汇报。

孙小雄说，面对影视城的发展
兴起、象保合作区的有序推进、甬台
温高速复线的全线贯通等新机遇，
新桥镇要抢占新一轮发展先机，聚
焦聚力转型升级，全力创新突破改
革攻坚，充分利用影视产业溢出效

应、辐射效应，统筹力量、集中资源，

大力培育新业态、新经济，加快提升
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水平，全面助推
乡村振兴发展。

孙小雄指出，乡村振兴的首要
路径是产业振兴，必须做好“筑巢引
凤、腾笼换鸟、凤凰涅槃”三篇乡村发
展文章，科学谋划打造全产业发展链
条，进一步开创转型升级新局面。要
深化三权分置改革，深入实施“三抢
联动、双向流动”工程，盘活闲置资

源，激发乡村振兴动能，注重农业亩
产效益，实现全域全面高质量发展。
要创新基层治理，发挥乡镇作为矛盾
问题汇总、分流、交办的“中坚”作用，
统筹整合综治、“村民说事”、基层网

格等平台作用，坚持“三治结合”，打
造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体系。
要狠抓安全生产不放松，强化工矿商
贸企业及民宿客栈、影视道具、摄影
棚等场所的巡查排摸，加大整改力
度，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平安保障。

孙小雄赴新桥开展走乡入村深化“三服务”活动

记 者 黄 玎
通讯员 董玉燕

本报讯 日前，110
千伏新桥变电站顺利
投入运行。这是我县首
座单层钢结构 110 千
伏变电站。

据了解，该变电站
位于新桥镇东狮村，有

110千伏主变 2台，容
量为 50兆伏安，主要
为新桥镇及象保合作
区供电。

该项目遵循节约、

集约用地原则，采用国
网智能变电站模块化
通用设计半户内布置
方式，为地上一层钢结
构，较全户外型变电站
减少用地面积 600 余
平方米。户内电气设备
采用 GIS 设备并尽可
能紧凑布置，有效减少
综合楼基座面积，围墙
内面积减少到 3380
平方米，有效节约土地
资源。

首座单层钢结构
110千伏变电站投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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