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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记者 陈益
本报讯 昨天下午，县委召开
常委会 （扩大） 会议 ，传 达学 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政 治局常 委
会会 议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和省 委
常委会 （扩大） 会议 、市 委常 委
会会议精神，研究我 县贯 彻落 实
意见；听取县疫情 防控 专班和 县
“三复”工作组关于疫情防控和复
工复产情况汇报，部 署 下一步 工
作。县委书记叶剑鸣主持并讲话。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对因时因势调整工作着力
点、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
遵循。我们要认真学 习、深刻 领
会，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
平总书记作出的战略安排和战术指
引上来，加快建立同疫情防控相适
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努力把疫
情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确保完成
年度各项目标任务。
会 议强调 ，要 周密 精准、 严

防输入，把防控境外 疫情输 入作
为当前防控工作的 重点，做 到境
外人员从入境开始无 缝对 接，落
实落细各项检疫措 施和隔 离观 察
措施，坚决守牢防 线，确 保万无
一失，绝不能 让来之不易 的疫 情
防控持续向好形势 发生逆 转。要
一线服务复工复产， 积极 研判国
外疫情对我 县经济运行、外 经外
贸造成的影响，深入 企业 走访调
研，以心贴心、实打实 的举 措帮
助企业渡难关，推动 各项 扶持政

策落地落到位。
会议强调，要抢抓机遇、培育
动能，在招商引资、招引人才、扩
大投资、提振消费上下功夫、出实
招，牢牢抓住“后疫情”窗口期，
积极向上对接，以快人一步、先人
一招的超常规举措，构筑未来发展
新优势。要严抓实管平安维稳，始
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大力整治
各类风险隐患，积极化解各类矛盾
纠纷，确保不发 生较大 以上 安全
责任事故。

智能化提升传统制造业“免疫力”

合力科技打造“数字工厂”

图为合力科技的精加工自动化生产线遥

记者 孙建军 通讯员 周露
本报讯 车间里，
来回穿梭的智
能 AGV 小车，运输全程自动化、物
料全程不落地的生产现场，不停挥
舞着机械手全自动精准作业的智能
化机器人，物料自动识别且自动出

库的智能立体仓库……这可不是科
幻电影里的场景，而是发生在宁波
合力模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
）
“数字工厂”里的
简称“合力科技”
真实一幕。
由合力科技打造的国内领先的
铝合金部品自动化数字化车间，只

需一名工人就可以控制 8 台机器，
导”和“工艺要求”，
直接呈现在工人
一条流水线就能够兼容 12 道工序，
面前。这些订单在一条线上并行执
实现了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与制
行，任务分配有条不紊，充分体现了
造业的紧密结合。自 2 月 10 日复
“互联网 +”的思路和订单即制造的
工以来，合力科技数字化车间已经
柔性生产特点。
全部达产，
实现 100%运作。
合力 科技 是较早 实现 国 产热
“精密智控抓防疫，精细智能抓
冲压模具商业化的模具企业之
生产。”合力科技董事长施元直告诉
一。经过多年发展，该公司已成为
记者，
复工复产后，合力科技实行分
中 国 铸 造 模 具 重 点 骨 干 企 业 、国
批复工模式，技术人员、车间主管等
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中 国铸 造装
关键岗位人员已全部到位，一线员
备排头兵企业。据了解，合力科技
工虽然还没有全部到位，但该公司
从 2018 年 开 始 启 动 数 字 工 厂 改
加大力度发挥智能车间作用，满负
造，实施范围涵盖了全面预算、财
荷加快赶制订单。在施元直看来，智
务 核 算 、资 金 管 理 、大 供 应 链 、资
能化改造越快，复工复产成效就越
产 管 理 、生 产 执 行 、质 量 管 理 、物
好。
流 一 卡 通 、能 源 管 理 、人 力 协 同 、
放眼望去，合力科技精加工车
电子商务、移动应 用及 决 策分析
间流水线上的工业 机器 人一 刻不
等，总投资近 3 亿元。
停。
“整个加工过程由 MES 控制系
风景这边独好的“数字工厂”
统统一调度，并利用物联网技术、智
离不开产业政策 、税收 政策 的支
能化控制技术，实现节点的自动对
持。据了解，县财政每年安排 4000
位入柜操作。”车间主管介绍。
万元的技术改造专项资金和 1000
记者注意到，
生产管理看板上， 万元工业信息化建设专项资金，引
显示着皮尔博格、
诺玛科、宝钢的大
领传统产业加速数字化转型步伐；
订单，
也有中小客户的小订单。客户
疫情期间，随着阶段性减免企业社
“一键下单”，定制化的需求通过系
保政策的落地， 合力 科技 享受到
统自动转化成生产装配的“作业指
220 万元的政策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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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与宿松
深化劳务供需对接
记者 史妮妮
本报讯 “目前象山企业需要
怎样的务工人员？”
“员工能享受什
么待遇？”
3 月 24 日，宿松—象山
劳务供需对接恳谈会在我县召开。
会上，赴安徽招工组负责人介
绍了我县的区域优势、
经济发展情
况及企业用工现状，有用工需求的
企业代表介绍企业概况、缺工情况
及薪资待遇情况。供需双方就劳务
人员入职手续、技能培训、员工管
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疫情期间，
象山招工组远赴安
徽招工，与我们推动劳动力转移就
业
‘不谋而合’
。”
宿松县劳务供需对
接第四专班组员尹诚表示，下步将
抓紧开展劳动力意向匹配和统计汇
使宿松
总，
通过加强两地劳务协作，

奋力开启“和美丹东”
建设新征程
—访丹东街道党工委书记罗欣
——
记者 俞宇 通讯员 张超然
‘和美丹东’建设
“我们将围绕
目标，推进空间保障‘零延误’、项
目服务‘零差错’
、和谐稳定‘零干
扰’的‘三零工程’
，加快建设宁波
日前，
丹
现代化滨海城区核心区。”
东街道党工委书记罗欣在谈到今
年工作思路时说。
罗欣表示，
丹东将坚持工业经
济“以亩产论英雄”及商贸经济“以
平方论英雄”的发展理念，以迎亚
重点跟进
运为契机，
深挖招商潜能，
槟榔机、
石墨烯电池、
冷溪科技等在
谈项目，强化线索成果转化。梳理
汇金大厦等楼宇
“租赁地
财富中心、
图”
，充分发掘楼宇经济发展潜能，
注重引入新型商贸产业。打造风情
象山港文仕
街、
涌金、博浪海港城、
的亚运综合商圈，
做活
“四点集聚”
展现城市魅力。
城市经济业态，
丹东街道以“导师带徒”模式
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深入浙江
海洋运动中心配套道路、游仙寨旅
游开发等项目建设现场，推动亚运
项目提速达效。重点实施蒋家村城
中村改造工程，有效完成殷夫公园
保障东
项目政策处理和土地清表，

我县 5 个村入选
省农村引领型社区
记者 孙建军
本报讯 近日，浙江省民政厅
公布了第二批省级农村引领型社
区名单，我县涂茨镇旭拱岙村、茅
洋乡溪东村、黄避岙乡高泥村、定
塘镇叶口山村、丹西街道上吴村
入选。
自 2018 年起，省民政厅对全

近日袁涂茨镇中堡村
中凯花木场的 40 亩桃形
李花竞相绽放袁不仅扮美
了乡村袁还预示着今年又
将是一个丰产年遥
图为花木场主人小
心地用绳索给枝条塑形袁
以方便日后果实采摘遥

省农村社区开展引领型 、完善型、
提升型三个类型的综合评估，主要
围绕“组织领导、公共空间、公共服
务、社区治理”等 50 项指标进行
评选。此前，
我县已有 4 个村成为
第一批省级引领型农村社区。引领
型社区的综合评估，为农村社区起
到示范表率作用，深化推动了农村
社区建设和治理创新。

距杭州 2022 年亚运会

（记者 金旭
通讯员 孙展）

象山县丹西街道公众号

谷路道路施工无障碍、
零干扰。高
、危旧
标准经常化开展“三改一拆”
房解危、污水零直排区建设等专项
行动，构建城市管理工作常态，同
。
时防止违建
“回潮”
乡村振兴迈新步。街道以“梅
映丹东”文明示范线打造为载体，
以美丽乡村市级示范村建设为龙
头，加快后山村、梅岙村的改造提
升以及梅溪、岙里、邱家、河西等 4
优化乡村发展新
个村的综合整治，
格局。积极推动社会事业协调发
展，创新推进宁波市级公共就业基
层服务标准化试点，争创全市首批
“劳动调解”示范点。充分保障惠
助推塔山中学、政实小学、
民工程，
完善
丹东敬老院迁建等项目建设，
辖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推广丹
实现
峰社区文韵苑自治互助模式，
众议、
众行、
众享”
。
社区“众筹、
当前，全县疫情防控形势平稳
可控、持续向好，街道将深化落实
新入象人员小周期滚动排查、隔离
全力以赴守
人员管控等各项机制，
。同时深入企业一线
住
“关键小门”
着力推进重点工程
开展“三服务”，
项目的服务保障，做到“两手抓、两
两战赢”
。
手硬、

“一 把 手 ”
谈 工 作思 路

“春雪”
兆丰年

象山县丹东街道公众号

富余劳动力走出家门迈进厂门。
上个月，我县抽调 52 名干部，
由 10 名县管干部带队分成 10 个
小组，分赴 7 省 20 城 30 县开展
企业用工招聘服务工作，
与当地人
社部门协调对接，畅通双方合作渠
道，点对点向象山输送务工人员。
累计接回安徽、河南、贵州等外来
务工人员 8400 余人，保障了企业
复工复产。
据了解，
目前我县 567 家规上
工业企业复工率达到 100%，员工
返岗率达 98%。同时，
电子制造业、
针织业以及水产加工业尚存在缺
工情况。
“本次宿松县主动来象精
准对接，有望解决相关企业用工荒
问题，
我县招聘组赴各地开展招工
服务后续效应已经显现。”
县人力
资源市场负责人说。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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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雨大风、强雷电和局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温度：17~25℃，偏南风 4 级；27 日，
温度：11~21℃，偏南风转偏北风 4 级转 5 级；28 日，
夜里转阴到多云；29 日，
阴有雨。
今天，多云，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
阴有阵雨，
阴有雨，
多云转阴有雨；30 日，

25 日中心城区空气质量：
Ⅰ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