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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仑好人”自编快板《党员群众同心干》

戚家山基层宣讲队唱响“两整两提”
本 刊 讯 （ 通讯 员 林 芸 芸 ）
“区政府，发号召，两整两提是目
标。
市场综合要整治，河道水质标准
提……”近日，戚家山街道渡头社
“北仑好人”乐
区公共服务中心里，
国平正带着社区“青青竹”快板宣
讲队员林芸芸和华方楠排练快板，
唱响“两整两提”。
这首快板 《党员群众同心干》
是乐国平自编的，这位戚家山红马
甲便民服务站专职联络员，平时喜
欢吹拉弹唱，是社区的文艺骨干。他
自编的《传承歌》《不忘初心》《十
九大精神宣讲稿》等脍炙人口的方
言快板深受大家的喜爱。2016年，
乐国平被评选为“北仑好人”，目前
已经成为了社区的一名预备党员。
近日，戚家山街道召开“两整
两提”专项攻坚暨小城镇环境综合

作出了快板作品，宣传 “两整两
提”。
“‘两整两提’ 响应了习总书
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
展理念，能够切实为老百姓创造更

整治决战动员部署会，随后各社区
集合网格长、机关干部、志愿者积
极投入到整治行动中，打响一场决
胜战。而老乐也在这个时候连夜创

“我
加美好的生活环境”，老乐说道，
作为一名预备党员，更应该发挥自己
的力量，为这项行动的顺利推进作一
点贡献。”
在收到老乐的快板作品后，社区
党总支书记应冬菲立刻召集了“青青
竹” 快板宣讲队的成员进行排练，并
且准备拍摄剪辑成视频进行宣传播
放。
“二整治，二提升，共产党员顶有
劲。因为心中有初心，真干实干为百
姓”在乐国平的带领之下，精神饱满
“在作品拍摄完
的朗读声不绝于耳。
成后，我们将通过微信公众号、LED
电子屏幕等平台进行播放宣传。”应
冬菲表示，
“老乐的快板作品语言通
俗易懂，朗朗上口，非常接地气。我们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向居民宣传‘两整
两提’，动员更多的人参与到环境整
治的行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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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首家游艇帆船
保税仓迎来“首秀”
本刊讯 （记者 谢挺 通讯
员 丁建军）昨日，在宁波海关全
程监管下，6 艘国际知 名品 牌 RS
Sailing 帆船顺利驶入梅山湾的万
年基业公司游艇帆船保税仓库，
这也标志着浙江省首家水陆一体
游艇帆船保税仓库正式开展业
务。
6 条 RS Zest 帆船，单条尺
寸 3.59 米，总金额 17227.44 英镑，
来自英国。该批船作为保税货物被
宁波海关放行后，通过保税货运的
方式前往游艇保税仓库。
据了解，针对该批保税货物，宁
波海关开辟了绿色通道，详细了解
实际状况，派员对企业进行政策辅
导，保障货物快速通关。在帆船入仓
的过程中，海关利用 GPS 定位、视
频监控系统，全程监控航行轨迹，并
派员上船进行验核，在保证海关监

管的同时也方便了企业业务运
转。
2018 年 5 月游艇帆船保税仓
库正式通过海关验收，总面积 3449
平方米，由停靠泊位、露天堆场和室
内仓库三部分组成，目前建有 10
个保税泊位。
首批引入的英国 RS 品牌的训
练及竞赛用帆船已用于宁波市民的
培训、锻炼及帆船航海运动，可为青
少年培训及家庭休闲娱乐创造简
单、安全、舒适的环境。
万年基业将在明年上半年采购
一批 20 多英尺的家庭休闲帆船，
在下半年订购一条法国的双体豪华
游艇。企业也希望通过保税仓库，
能为通关及仓储提供更便利的服
务，为今后宁波乃至浙江区域的游
艇、帆船运动爱好者创造更加优越
的服务环境。

从“一”到“零”

放射诊疗许可推出“跑零次”服务
本刊讯 （记者 刘盈蓉 通讯
员 董燕 王璐艳）近日，区卫生
监督所医疗科的工作人员像往常一
样打开 QQ，马上收到了北仑区滨
海新城医院负责办证的工作人员车
丁莹的问候：
“谢谢你们，许可证收
到了！”
滨海新城医院位于春晓街道，
距
城区较远，交通不方便，之前办理放
射诊疗各事项时需要跑多次，
耗时耗
力，
这次从申请放射诊疗许可证变更
到准予变更，
却一次都未到区卫生监
督所医疗科办理相关手续。
今年，滨海新城医院新增放射
设备现场竣工验收后，车丁莹就通
过“北仑放射诊疗 QQ 群”提出了
申请放射诊疗许可证的变更要求。
办事人员告诉她，只需提供现场照
片和变更需要资料的电子版本即
可，等申请材料的电子版审核无误
后，医疗科会尽快组织工作人员赴

“环保大篷车”进校园
近日，北仑“环保大篷车进校园”活动启动仪式在柴桥小学举行。学生们观看环保微电影，
“环保大篷车”
聆听生态环保知识讲座，发起保护环境倡议，将环保理念扎根在校园里。据悉，
还会开进全区各中小学校，积极打造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新模式。
本刊记者 陈志明 通讯员 李欢腾 摄

“铸安三号”收官 专项执法添战果
共计检查企业 152 家，处罚 24 家
本刊讯 （记者 蔡晓馨 通讯
员 张璟璟）为切实履行监管责
任，严厉打击各类安全生产非法违
法行为，倒逼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有效防范各类生产安全事
故。从 7 月 20 日至 9 月 30 日，区
安监局组织开展“铸安三号”专项
执法行动，共计检查企业 152 家，
处罚 24 家，开展对非法销售成品
油、非法储存危险品等专项联合检
查 18 次 ， 取 得 了 实 实 在 在 的 成
效。
据悉，此次“铸安三号”专项执
法行动重点锁定违反安全生产教育
培训规定、现场作业严重违法违规

行为、违反危险化学品使用储存规
定及其他严重违法 违 规行 为 等 4
大类 13 个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
7月以来，围绕“六争攻坚、三
年攀高”行动，区安监局制定联系
基层和进网入企专项工作方案，
由领导带队成立 7 个工作小组，
分区分片包干，每个干部均要求
联系帮扶 1 家企业，帮助企业增
强安全生产基础，提高安全生产
应急管理能力，减少违章作业等
不安全行为，巩固片区安全生产
工作水平。
服务企业同时，区安监局通过
第三方服务机构事先告知企业存在

的安全问题和安全隐患，督促企业
及时落实整改工作。对于未落实整
改要求的企业，在后续联系基层和
进网入企过程中，一并予以处罚，切
实提高了企业安全生产水平。
为加强基层安监所力量建设，
推进区内街道安全生产执法工作，
区安监局相关负责人在逐一走访调
研基层安监所后，要求各街道分管
负责人以及各安监所符合条件的人
员均须参加执法证培训考试，确保
年内站所达到双人持证的基本要
求，并在 7 月召开的全区安监所
长执法业务培训会上，对 10 个站
“铸安三号”
所全部实行执法委托。

行动期间，小港街道已率先完成 5
个行政执法案件，实现站所执法“零”
的突破。
“铸安三号”行动开始以来，区安
监局突出涉爆粉尘、涉氨制冷企业验
收等重点工作，完成对涉氨制和冷涉
爆粉尘企业的全面排摸，以执法促整
改，形成高压态势，发现不符合验收条
件的，一律下达责令整改指令书，符合
直接处罚条件的，一律予以直接处罚，
倒逼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同
时，根据区政府打击非法成品油工作
的总体部署，安监会同市监、交通、商
务、公安等部门组成联合执法组，目前
已立案处罚 13 起。

现场审查。
车丁莹提交电子材料后短短几
天，医疗科便对滨海新城医院放射
现场进行了审核，并逐一核对纸质
申请材料。
“现场符合要求，材料也
齐了，我们回去以后会提交审批窗
口及时办理并通过快递寄给你，顺
利的话，第二天一早就可以收到
了。”工作人员对车丁莹说。
据悉，为加快推进“最多跑一
次”改革，进一步深化“放管服”工
作，今年上半年，区卫生监督所就放
射诊疗许可证的办理流程进行了梳
理，深入分析每个办事环节，力求让
信息多跑路，百姓少跑腿。经过梳
理，正式对医疗卫生机构的放射诊
疗许可事项推出了“跑零次”服务。
目前，区卫生监督所已建立医疗卫
生监管 QQ 群，放射诊疗监管 QQ
群，对于需要办理《放射诊疗许可
证》的单位，都可以在这两个群中
发出申请，由医疗科专职人员进行
对接。下一步，区卫生监督所将继续
推进“跑零次”改革，不断完善机
制，确保全区放射诊疗“跑零次”事
项统一规范。

河头获宁波“最美长寿村”称号
为我区唯一一个上榜村

本刊讯（记者 陈志明 通讯
员 李欢腾 张洁琼） 记者获悉，
日前经综合评审，柴桥河头村被授
予宁波市“最美长寿村”称号。
据介绍，已摘得“国家级文明
村”“省市级卫生村”“省级森林村
庄” 等多项荣誉的河头村溪水流
淌、古树林立、群山环抱。这里民
风淳朴，邻里和睦，健康长寿者众
多。目前，该村80岁以上老人有
115位，占总人口的5.12%，90周
岁以上老年人19人，占80周岁以
上老年人的16.5%，95周岁以上老
年人达到总人口的0.27%。如今，
河头村已有60周岁以上老年人773

人，全部建有健康档案。
近年来，随着河头村新农村建
设的稳步推进，居住环境不断改善，
老人健身场所逐渐增多，听书、唱
曲、棋牌等娱乐方式日渐丰富。该村
还大力提倡有爱好的老人积极参加
文化活动，几年下来，绿韵摄影社、
武韵太极拳社、墨韵书法社等十余
个文艺团队相继成立。
为体现对高龄老人的关心和爱
护，早在 2008 年 8 月，该村就开
展了居家养老，为全村 80 周岁以
上的 115 位老年人进行结对帮护，
志愿者经常上门打扫卫生、代缴
费、聊天等。
如今，走在河头，花园式别墅
鳞次栉比，绿树红花清香四溢，老
人居住在这里，真正体会到了“老
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的
幸福感。

新碶拆除农村违建 101875 平方米

“三改一拆”向纵深推进
本刊记者

8月下旬永久村一企业违建钢
棚被拆除、9月中旬沿海村一处新
增的违法棚屋被及时发现、9月下
旬算山村非法停车场被拆除……日
前，
新碶街道“三改一拆”办还完成
了许胡、永久、岭南3村共37.45亩基
本农田拆违整治行动，有力地震慑
了违建嚣张气焰，也标志着该街道
“三改一拆”工作向农村深入推进。
昨日，记者来到许胡村，之前被
违建“霸占”的地块已长出成片的
绿草，脏乱差的环境已不复存在。
新碶综合行政执法中队执法人员告
诉记者，许胡村这处违建原本被当
作木材堆物场地，占地 7.8 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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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最早完成拆除的。调查取证完毕
后，中队组织了拆违人员对现场进
行了清理与搬离，并做了土地平
整、黄土覆盖等工作，恢复基本农
田属性。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此次拆
违整治行动涉及岭南村、永久村、许
胡村 3 个村、6 个点位，属于违建督
查项目任务，今年 4 月初由国土部
门提供线索，确定土地性质为基本
农田。
“这6个违建点位的违建情况
较为复杂，
违建当事人涉及10多户，
队员挨家挨户下发《责令限期整改
通知书》时，有人直接将通知书扔
在地上。除许胡村2个点位进展较快
之外，其他4个点位的部分违建当事
人拒不配合拆违工作，有些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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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拖延战术’，让拆违工作一度
陷入僵局。” 新碶综合行政执法中
队执法队员小王如是介绍。
在这些难啃的“硬骨头”中，岭
南村有 2 个点位，一个点位占地
3.75 亩，违建当事人将该处农田挖
成鱼塘，并在鱼塘中央建了两层楼
的违建，还搭建了蘑菇种植大棚；另
一个点位占地 2.6 亩，当事人搭建
了违建棚屋，并将农田作堆物之用。
而永久村的 2 个点位中，一处土地
被用作堆场，还有“破烂王”将垃圾
堆在此处，极大影响了村民的居住
环境；另一处 3.4 亩的基本农田被
用作木材和钢材堆场。
铁腕拆违，要配合柔性服务。执
法人员多次上门做思想工作无果
后，便向街道汇报了情况。该街道紧

急组织了“三改一拆”办、村委会、执
法中队三方出面，终于取得了当事人
的理解与支持。为尽量减少违建当事
人的损失，街道还让他们找到场地后，
再对其进行搬离、清理、拆除工作。目
前，4 个点位已经基本完成拆除整治，
下一步将对土地进行复垦。
今年以来，新碶街道以 “三改一
拆”工作为契机，将破坏农田基本属性
的违法行为及时取缔，严控农村新增
违建，着力保护好每一块农田，将拆违
工作向纵深推进。切实把“拆”的进
度、
“改”的力度、
“用”的深度、
“控”
的强度结合起来，以钉钉子精神深入
推进“三改一拆”，打好转型升级的组
合拳。截至目前，新碶街道共计拆除违
建 18 万 余 平 方 米 ， 其 中 农 村 违 建
101875平方米，
拆后利用率达到91%。

宁波舟山港前三季度运输生产态势良好
本刊讯（记者 陈志明 通讯
员 洪宇翔）今年前三季度，宁波
舟山港运输生产呈现良好态势。1
至 9 月份，宁波舟山港共完成货物
吞吐量 8.28 亿吨，同比增长 7.5%；
完 成 集 装 箱 吞 吐 量 2014 万 标 准
箱，同比增长 7.3%，增幅居国内沿
海主要港口前列。
自年初以来，宁波舟山港集装
箱吞吐量整体呈现稳定、健康的增
长势头，期间 7 月份受台风影响增
速放缓，随后有序增长，9 月份全月
同比增长达 17.6%，创年内月度增
幅新高。宁波舟山港通过加强与各
大航运联盟的沟通合作，着力优化
航线布局，今年前 9 个月已净增航
线 10 条，航线总数达 253 条，其中
远洋干线 125 条。
宁波舟山港海铁联运业务继续
保持着省内省外齐头并进的良好态

势，今年渝甬、武汉班列相继开通，
义乌班列实现单月“破万箱”的佳
绩，助力全港前三季度累计完成集
装箱海铁联运业务量 43.44 万标准
箱，同比增长 48.9%，业务量已超过
去年全年总量。
宁波舟山港积极应对国际国内
大宗散货市场波动，努力挖掘新增
长点，散杂货各主要货种作业量保
持总体平稳。衢山港区鼠浪湖矿石
中转码头今年前 9 个月共靠泊全
球最大的 40 万吨矿船 21 艘次；梅
山港区梅西滚装码头已成为华晨宝
马、一汽大众等汽车厂商的分拨中
心，成功开辟了宁波至天津的内贸
滚装航线，并顺利完成了吉利汽车
外贸滚装出运业务。今年前三季度
累计完成滚装汽车吞吐量 11.8 万
辆，为去年同期的 21.7 倍，成功跻
身“10 万 +”俱乐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