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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港网站微信公众号

记者 史妮妮 通讯员 钱瑶群

本报讯 自 5 月 1 日东海
进入伏季休渔期，我县全面禁
止除钓具以外其他所有捕捞作
业渔船和捕捞辅助船出海。爵
溪街道迅速行动，重拳出击，精
准发力，强势推进“一打三整
治”专项工作，全力管控渔业安
全，坚决维护东海渔场修复振
兴。

全面部署，提高思想站位。
该街道及时召开渔业领域“一
打三整治”工作会议，下发《关
于印发爵溪街道“定人联船”工
作的通知》《关于印发〈象山县
爵溪街道浙江渔场修复振兴暨

“一打三整治”专项行动 2020
年工作重点〉的通知》等文件，
明确工作目标和任务，成立由
街道主要领导任组长的工作小
组，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将专项
行动列入重要工作议程，周密
部署，认真履行职责。同时，积
极开展宣传工作，利用电子大
屏幕、悬挂横幅、发放倡议书、
张贴告示等多种方式宣传渔业
捕捞最新政策法规，进一步提
高“一打三整治”认知度。目前，
已累计召开街道、村、社会议 15
场次，开展宣传报道 3次，悬挂
横幅 20余条，易拉宝 4个，张
贴、发放“伏休通告”“涉渔‘三
无’船舶举报奖励通告”等资料

1000份，发送短信 30000 余
条，推送微信动态信息 3期。

严阵以待，推动“多督合
一”。抓好联动机制，与城管、市
场监管、派出所等单位密切配
合，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和群众
监督作用，深入推进“组合拳”，
突出重点，强化措施，成立街道
联合执法中队，扎实开展联合
整治工作。开展流通环节、餐饮
环节违禁渔获物专项检查，重
点对菜场周边流动摊、海鲜餐
饮店是否销售违禁渔获物等内
容进行检查，累计检查 155家
次。街道办事处主任带队开展
环岛检查。对渔港实行一日一
巡查，根据潮位潮时对码头、岸

线开展巡查，清理取缔地笼网
等违禁网具 50余顶、串网 200
余米，巡查码头 300余人次，巡
查岸线 200余公里，努力实现
违规渔具“三个不见”：陆上不
见、船上不见、海上不见。

重拳出击，强化制度执行。
高压态势推进“一打三整治”，
以“白 +黑”“5+2”的工作节奏，
严厉打击偷捕等违法违规行
为，结合偷捕习惯采用岸上巡
查、定点蹲守、昼伏夜出等策
略。5月 9日，爵溪街道联合执
法中队在黄沙湾海域，查获一
起利用地笼网非法捕捞水产品
案件，这是我县自今年全面禁
渔以来查获的首例非法捕捞水

产品案件，涉案人员王某因涉
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被公安机
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目前，共
计拘留 1 人，批评教育 30 余
人，查扣橡皮艇 4艘、玻璃钢艇
1艘，拆解“三无”船筏 2艘。

精准发力，形成良好格局。
逐步推动“一打三整治”工作向
纵深进行，开展检查渔船船员
职务证书，落实渔船责任状签
订工作，张贴渔业防疫二维码，
实行登船检查把牢渔业生产安
全关，严格遵循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做到监管到位，不走过
场，不留死角，堵疏结合，狠抓
落实，形成“海上清、滩上禁”、
齐抓共管的良好格局。

爵溪强势推进“一打三整治”专项行动

记 者 黄玎
通讯员 夏颖

本报讯 近日，丹西街
道社会事务科在商超附近
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如图）。

活动现场，参与无偿献
血活动的市民在丹西街道
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引导
下，分批次有序进行测量体
温、打印献血登记表、测量
血压、信息核查、血液初筛
等相关流程。“这是我第二

次参与献血活动，能够为保
障临床用血贡献一份力量，
我觉得特别有意义。”一热
心市民说。

据统计，活动共有 13
人等级参与，献血量 4200
毫升。

丹西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副厅长
调研丹东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

记 者 史妮妮
通讯员 李姣斐 沈燕

本报讯 最近，爵溪街道
开展“六一”儿童节温暖慰问
活动。

该街道党工委、办事处、
妇联组成的慰问组先后来到爵
溪学校、北塘学校、爵溪中心
幼儿园和前岙新阳光家园走访
慰问，详细了解学校疫情防控
措施落实及教育教学有关情
况，给孩子们送去节日祝福和
礼物。同时，县红十字会下拨
“六一”专项慰问资金 2万元，

为 40 名困难流动儿童送去
“六一”慰问。

又讯 在六一来临之际，爵
溪幼儿园来到象山新梦想阳光
家园的孩子们送去节日温暖。
“阿姨，谢谢！姐姐，下次再

来！”当天阳关家园显得特别热
闹。老师们拿着精心准备的“节
日礼包”, 看望慰问托养在那里
的数十名智力障碍儿童。在阳光
家园负责人带领下，参观寝室、
食堂、工作室以及活动室，详细
了解孩子们的日常生活起居，并
和他们一起开展工作体验，倾听
工作感受。

爵溪开展“六一”儿童节
温暖慰问活动

记者 黄玎 通讯员 张越

本报讯 宁波天韵食品有限公司与九顷
村结对共建黄桃基地项目带动九顷村 200
亩闲置山地实现土地增值 150余万元；宁波
盛升服饰有限公司、宁波龙基服饰有限公司
与蓬莱社区结对共建巧手工坊项目累计提
供就业岗位 300余个，为居民创造相关产值
100余万元……丹西街道深化党建引领实
现村企合作，实现了村企双方共同发展。

去年以来，丹西街道推行“党建引领，村
企合作”模式，注重发挥村级党组织作用，参
与化解落户村内企业劳资纠纷等矛盾问题，
引导企业主动开展就业帮扶和公益捐助，实
现企业和村集体经济党建同步推进、项目共
同发展、经济双向促进、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的多赢局面。目前，已促成宁波合力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天韵食品有限公司、宁波
盛升服饰有限公司等 8家企业与西港村、九
顷村、上吴村、蓬莱社区等 7个村（社）党组
织成功结对。

7个结对的村（社）党组织结合村庄特色
和企业发展需求，组织探索实施村企共建项
目，合力推进经济建设与文明建设。去年 8
月以来，共达成九顷村黄桃基地建设、上吴
村清廉村居建设、杨蓬岙村文明示范线建设
等合作项目 7个。

此外，双方建立完善“每年共上一次党
课、集中过一次组织生活、集中进行一次恳
谈”的沟通交流制度，协助补足企业党建短
板，提升企业党建水平。加强结对村（社）和
企业的走访调研，收集梳理可由双方互助解
决的事项，由双方指定联络员开展结对计划
制定、工作对接及活动安排，力争实现资源
共享、难题共解。截至目前，共收集企业招
工、农业技术推广等问题 9个，招聘企业所
在地村民员工 150人，带动村民年均增收
6000元。

丹西街道

深化党建引领
实现村企合作互利共赢

山海万象客户端
记者 俞宇 通讯员 陈海亚

本报讯 日前，省退役军
人事务厅副厅长一行赴丹东
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调研退
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情况，
市、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
责人及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等
陪同调研。

一行人实地参观了丹东
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办公环
境、硬件设施等情况，详细听
取街道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
作情况的汇报。据了解，目前
街道退役军人就业系统共收

录 304条 40周岁以下退役军
人就业创业信息，其中已就业
人员 270人，创业人员 8人。

丹东街道退役军人服务
站自成立以来，一直积极主动
组织适龄退役军人参加上级
组织的各类招聘会，不定期发
布社会上各类招聘信息，与工
会、发展服务办、社保等就业
窗口联系寻找合适岗位等。此
外，服务站还特别为 2019年
退伍新兵举办了岗位内推会，
为最新退役回来的士兵们提
供了 10 余个消防大队接警
员、战斗员、驾驶员等岗位，帮

助他们尽快就业。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领导

对丹东街道退役军人工作给
予充分肯定，同时希望街道
在下一步工作中，要认真落
实中央和省、市、县要求，推
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
要强化就业服务，优化创业
环境，提供针对性有效性强
的帮扶举措；要特别关注未
就业的退役军人，通过发挥
村、社区基层服战站的作用，
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了解
他们的就业需要，定期更新
就业信息。

记者 俞宇 通讯员 黄琴 伊芦芦

本报讯 垃圾分类一小步，
健康文明一大步。连日来，丹东
街道组织塔山社区、塔山花园
业委会、垃圾分类服务外包第
三方工作人员及社区志愿者，
在塔山花园小区开展垃圾分类
桶边督导志愿服务活动。

每天晚饭后，志愿者与垃
圾分类督导员分组前往小区二
分类投放点，当有居民拎着垃
圾袋过来投放垃圾时，志愿者
们首先进行开袋检查，确认居
民的垃圾分类是否正确，并通
过扫码在溯源系统进行分类情
况记录。遇到错误的分类，志愿
者们徒手伸进垃圾袋，进行二

次分拣，同时告知居民如何正
确分类；对分类准确率高的居
民则表示鼓励，将他们列入塔
山花园垃圾分类红榜。桶边督
导之余，志愿者们还经常向过
往居民宣传垃圾分类的意义、
方法，普及垃圾分类基础知识。

“我觉得他们工作非常仔
细，也很辛苦，通过他们的监
督，我们垃圾分类工作会落实
更到位一点。”塔山花园居民表
示。通过此次督导服务，有效提
高了辖区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知
晓率，逐步培养了居民垃圾分
类的意识，用言传身教的方式，
引导居民正确分类投放，也有
效提升了垃圾分类质量。

图为活动现场遥

垃圾分类 志愿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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