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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 王卫君 通讯员 李

佳敏 丁建华冤 11月 10日袁 在区人民检
察院和区海洋与渔业局执法人员的共同

监督下 袁 由温州籍金某出资购买的
15000多尾大规格黑鲷鱼苗放流到台州

大陈海域遥 这也是我区首例针对海洋渔

业资源损害通过公益诉讼途径进行生态

修复的案例遥

2017年 8月 6日至 8月 12日禁渔

期期间袁 被告人金某雇佣王某尧 汤某等
人驾驶渔船至东海海区用最小网目尺寸

为 18mm的禁用网具非法从事拖网捕捞
水产作业遥 2017年 8月 12日 10时袁 该

船在实施捕捞作业时被区海洋与渔业局
执法人员查获袁 现场查获渔获物 50箱袁

共计 850公斤袁 价值 5700元遥

2018年 8月 20日袁 区人民检察院

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对被告人金某提起

公诉遥 同年 9月 7日袁 区人民法院以非

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被告人金某有期徒
刑六个月袁 缓刑一年遥

针对金某非法捕捞造成的海洋渔业
资源损害袁 破坏了海洋生态袁 区人民检

察院及时介入袁 与区海洋与渔业局加强
沟通袁 提出修复海洋渔业资源或赔偿生

态修复资金的公益诉讼检察建议遥 区海

洋与渔业局高度重视袁 多次找涉案人金

某进行渔业法律法规宣传教育袁 积极引

导涉案人主动参与生态修复遥 最后金某

主动出资 3万元购买鱼苗袁 修复海洋渔

业资源遥
区人民检察院民行部负责人表示院

野检察官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袁 肩负重
任袁 要发挥公共利益 耶守护人爷 的角色

作用遥冶 督促行为人实施增殖放流袁 起

到警示教育的效果袁 以 野处罚+修复冶

相结合的方式袁 更好地保护海洋渔业资

源和生态环境遥
下阶段袁 区人民检察院将继续加强

与区海洋与渔业局的协作配合袁 履行公
益诉讼职责袁 推进并完善生态修复赔偿

机制袁 推动依法治海尧 依法治渔袁 实现

共赢的社会治理目标遥

一年前非法捕捞 一年后买万尾鱼修复

本报通讯员 辛晓飞 摄

本报讯 渊记者 王寅冤 11 月 9 日袁 我省举行深化

野千万工程冶 建设美丽浙江推进大会袁 对一批先进集体和

个人进行表彰遥

为激励先进尧 树立典型袁 推动 野千万工程冶 和美丽浙
江建设再上新台阶袁 根据 叶公务员奖励规定 渊试行冤曳 和

叶浙江省行政奖励暂行办法曳 等有关规定袁 省政府决定给
予 31个单位各记集体二等功 1次袁 给予 100名同志各记

二等功 1次袁 给予 69个单位各记集体三等功 1次袁 给予

260名同志各记三等功 1次遥 其中袁 区环保分局荣获集体

二等功 1次袁 区农林局的杨利明荣获二等功 1次袁 区农办

的曹樊荣获三等功 1次遥

据悉袁 2003年以来袁 我省持之以恒推进 野千万工程冶
和美丽浙江建设遥 今年 9月袁 野千万工程冶 荣获联合国

野地球卫士奖冶袁 得到了国内外广泛赞誉遥
自 野千万工程冶 开展以来袁 我区将开展美丽乡村精品

村建设项目作为重要抓手袁 紧紧围绕 野精品冶 做文章袁 在
无违建的基础上做好 野一规尧 两特尧 三化冶 的工作遥 野一

规冶 即项目规划袁 野两特冶 即特色文化尧 特色产业袁 野三

化冶 即村居的洁化尧 美化尧 社区化袁 从而带来人居环境的

改善遥

目前袁 我区已成功创建 9个美丽乡村精品村袁 并在创

建过程中总结出了 野规划先行尧 项目明确尧 资金整合尧 村
民参与冶 的经验模式遥 其中袁 前所街道的椒江村已于

2016年创建成为美丽乡村精品村袁 下岙村于 2017年成功
创建美丽乡村精品村袁 今年袁 我区又将上徐村作为创建对

象遥 创成后袁 椒江村尧 下岙村尧 上徐村将串联成线袁 形成

乡村旅游产业带遥

深化野千万工程冶 建设美丽椒江
我区 3人渊单位冤被省里记功表彰

本报讯 渊记者 陈胡南冤 昨天上

午袁 区委副书记尧 区长杨玲玲深入

葭沚尧 白云尧 下陈街道拆迁现场袁

督查现代大道尧 地下管廊政策处理

进展情况袁 吹响 野通堵点尧 破难点冶

决战决胜冲锋号遥
现代大道葭沚段井马村共涉及

274户 374间房屋及两座庙宇征迁遥
目前袁 该村搬迁工作已进入尾声袁

腾房完成率达 82.1%袁 临时房入住

率 93.1%袁 房屋将在本月 16日前全

部拆除完毕遥 白云街道地下管廊项

目袁 位于白云街道现代大道沙王村

段遥 该项目及安置小区共涉及民房
和工业厂房拆迁约 4 万平方米袁 目

前已提前完成拆迁任务遥 综合管廊尧
现代大道下陈段涉及日山份村尧 岸

里村尧 东新堂村共 303间房屋需征
迁遥 目前腾房率达 88%袁 累计拆房

220间袁 剩余房屋将于 11月 15日拆

完遥

今年 9月 17日袁 市委主要领导

率队督查 野攻坚三季度尧 冲刺四季

度冶 工作袁 对现代大道尧 地下管廊
等重点项目下达了限期完成政策处

理的军令状遥 全区上下日夜奋战尧
合力破难袁 推进政策处理袁 截至目

前袁 杭绍台高铁项目 3个节点全部

提前完成销号曰 现代大道项目 10个

节点目标已销号 9个曰 地下综合管

廊项目 16 个节点提前销号 15 个遥

野破难点尧 通堵点冶 6大项目 38个节

点已提前完成 90%节点目标袁 有望

全部提前完成浴
野目前拆迁还有什么问题钥 冶野安

置点进展怎样钥 冶野老百姓还有哪些需
求钥 冶每到一处袁杨玲玲仔细询问工作

的进度尧遇到的困难遥杨玲玲指出袁拆

迁过程中要加强安全防范袁组织好沿

线交通袁维护好周边秩序袁实现有序

拆迁曰要瞄准时间表袁留足提前量袁已

经腾房完毕的要尽早拆除; 要急群众
所急袁拆迁过程中群众的合理诉求要

尽力满足袁用暖心政策融化拆迁野硬
骨头冶袁实现和谐拆迁遥

杨玲玲指出袁自野通堵点尧破难
点冶 限时包干攻坚行动实施以来袁各

街道尧部门迎难而上尧合力攻坚袁成效

显著袁值得肯定袁拆出了干部作风袁拆

出了环境形象袁 拆出了民心所向袁拆

出了发展机遇遥接下来袁各街道尧部门

要紧扣节点尧抢抓进度袁腾房再加速尧
力量再加强袁确保高质量提前完成征

迁任务袁漂亮地打好冲刺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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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本报记者 赵阳

青春与梦想袁 是每个人心中最澎湃

最激昂的记忆遥 杰克人用青春和汗水袁挥

洒在杰克各个岗位袁 与杰克共奋斗同成

长袁共创辉煌的杰克梦遥

这样的研发团队让我踏实

研发创新是企业永葆青春的秘诀遥
近年来袁杰克不断推陈出新袁研发出一项

又一项创新成果遥 这离不开杰克对研发
的重视和大量投入袁 以及对研发人才的

求贤若渴尧唯才是举遥

郑吉是杰克研发中心的一名工程

师袁在杰克 5年遥 2014年袁郑吉从浙江工

业大学毕业遥当时杰克到学校招新纳贤袁

招聘主管野唯才是举冶的用人理念吸引了

他遥

在杰克的研发中心袁 人与人相处单

纯尧和谐袁大家都务实做事袁和气相处袁凭
实力说话遥 这样的研发氛围袁让郑吉觉得

踏实尧安心袁也更激起创新欲望遥
到杰克后袁 他所在的团队正通过引

入科学的分析方法和计算软件提升研发

能力袁 从传统的试凑法转向借助仿真软

件进行分析袁 用精准的数学计算得出产

品最合理的结构方案袁 摈弃了过往不断

试制样品重复测试验证的低效率设计方
式袁 这种科学的设计方法让生产样品的

成本尧时间尧错误率大大减少袁极大地缩
短了产品开发周期遥

郑吉的加入为这项研究方法的成功

助了一臂之力遥 如在行业先进的电子送

布技术的研究过程中袁 他作为送布轨迹

分析公关小组的主要成员袁 通过建立对

应的机构数学模型袁 精确地预测了送布

牙齿在不同缝纫模式下的运动规律袁为

结构的优化和改进提供了技术支持袁功
能样机的实测效果与理论计算完全符

合遥 电子送布先进技术的推出将填补目
前国内高端缝纫机领域的空白袁 对提升

国产缝纫机的科技含量和国际竞争力具

有重要意义遥
如今袁郑吉已经成为研发部的骨干之

一袁他主导和参与的发明专利已经累计达
20余项遥 郑吉所在的团队共有 11人袁就

像一个家庭袁大家各自分工明确袁相互扶

持袁一起攻克一项又一项技术难关遥

目前袁 杰克已拥有研发人才近 1000

人遥 其中海归 5人袁博士尧博士后 12人袁

硕士研究生 60多人袁本科及以上学历人
员占到研发总人数的 80%遥 公司拥有专

利 980余项袁 连续 5年成为全球缝制行
业发明专利申报数量最多的企业遥

这样的改进速度让我惊叹

强大的研发力带来生产力的改进和

发展遥 近年来袁杰克机器换人的步伐进一

步加快袁生产工艺不断升级袁产品质量稳

步改进袁 一线生产车间的工人们也纷纷

感受到这场变革带来的神奇效应遥

在机器轰鸣的车间袁 刘开宋每天到
所在班组的各个生产环节巡查袁 查看工

人生产情况袁 对样品进行随机测量遥
渊下转 B版冤

我与企业同成长
要要要走进杰克 渊四冤

自葭沚街道井马

村征迁工作列入 野通
堵点尧 破难点冶 重点

督办项目以来袁 街道
机关干部全力推进征

迁工作遥 据悉袁 该村
共涉及 274 户 374 间

房屋及两座庙宇征

迁遥 图为昨日拆迁现

场遥

本报记者 王卫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