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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卓佳洋
通讯员 章亚丽

连日来，越溪十字港
河边的污水处理终端提升
改造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
进行，原有设备焕然一
新。同时，乡区道路雨污
水管网工程也在同步跟
进。“污水入管，清水入河”
的 愿 景 逐 步 得 以 实
现。

十字港河是流经越
溪乡的一条重要河道，因
有横河与纵河两条河道
交叉而得名，起点为下林
水库，终点为鸭嘴甲，流
经山头应、越溪、下湾等
村庄，全长 2893 米。由

于水源较小且部分河段
存在堵塞、断头现象，十
字港河的水体更新能力
薄弱，导致河底淤泥堆
积，水体质量较差。因
此，今年年初，越溪制定
了十字港河的整治方案，
整治段为横河全段约800
米，纵河从将军闸到越溪
闸约 200 米，共计 1000
米。

“横河河道较窄，受
潮水影响较大，特别是天
气热的时候，倒灌进来的
海水与河水交融，容易泛
起泡沫，在堵塞、断头处
尤为明显。”越溪乡五水
共治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不仅如此，两岸河堤由泥

土构筑，较为杂乱，影响
美观而且存在一定的安
全隐患。今年 3月起，越
溪投资近 80万元大刀阔
斧地推进清淤疏浚和两
岸美化工程。目前，纵河
整治已全面完成，横河的
砌石工作还在有条不紊
地进行。

经过整治的河道焕
发出别样的生机，近看，
碧波荡漾，流水潺潺，不
时能发现有小鱼欢快地
畅游，河堤两旁绿树成
荫，与水中倒影交相辉
映；远看，河道蜿蜒伸展，
四周是广袤无垠的农田，
带来丰收的气息，耳边不
时传来清脆的鸟叫声，显

得格外雅致。
为确保十字港河“长

治久安”，清淤美化远远
不够。越溪坚持综合治
理、突出重点、可持续发
展的原则，将沿河管网建
设纳入小城镇综合整治
项目，雨水口存在雨污混
流排河的现象，那就进行
污水源头截流、分流、引
流；管网老化，生活污水
设备处理能力不足，出现
污水渗漏，那就更新设
施。乡里一条条新的管
网正在不断延伸，将大量
乱排的污水引入了“正
途”，让清水注入了河
道。据了解，该工程将于
今年12月底前完工。

十字港河：一河碧波润乡间
记者 潘璐璐
通讯员 顾鸿喜

晴好的日子，走在
桃源花山坑河沿岸，听
着潺潺水声，看着水面
上映出的朱红栏杆，还
有偶然落入坑河的香樟
落叶。妇女在特意开凿
的石板上浣洗衣物，岸
上聊天长廊里老人们谈
笑着。这是记者在花山
坑河旁见到的，人水和
谐的、富有生活情趣的
画面。

村民告诉记者，坑
河的“华丽转身”就发生
在今年上半年。坑河是
花山合作社唯一的内渠
河，几十年来任由岁月

冲刷，“野蛮生长”。每
逢夏季久旱，河水干涸，
加之天气燥热，河道内
淤泥积压，杂草丛生，蚊
蝇飞舞，散发出异味，没
人愿意靠近这个细菌聚
集的地方。

去年，河道整治的
浩大工程逐步启动，村
班子、街道、县相关部门
携起手来，决心进行整
治。工程投入 520万元
治水资金进行综合治
理，疏浚，清除河底累积
多年的淤泥，拓宽河面，
驳磡堤坝，修建堤岸、围
栏。同时，沿河道铺设
污水主管网，截污纳
管。经过一年多的全面
综合整治，原本脏乱、破

旧的河道不见了，取而
代之的是一条“白绸
缎”。河道宽敞、水波荡
漾，白砖红栏，哗哗的流
水带动了整个村的灵
气。两岸亭台整洁，村
民们都爱来这聊天休
息，享受着一阵阵水清
风轻的舒适。坑河也因
此成了桃源街道全力推
进河道整治的成功案例
之一。

为了最大程度地保
证全街道的河水长清长
流，街道以“清三河”为
主抓手，以河道整治、项
目建设为着力点，多管
齐下、多措并举确保治
水顺利进行。全体干部
加入治水攻坚小分队，

将责任“背”在肩上，
“绑”在脚上，“记”在心
头。严格把控 350多个
雨污排放口，努力争创
污水零直排区，加快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脚步；
在全县首推河道长效保
洁服务外包制度，河道
保洁人员定期对河面漂
浮物进行清理；投入280
万元“剿劣基金”，发动
并组织村社干部对各自
村（社）小微水体自管自
治。越来越多的人自发
加入护水队伍，让水清
起来，让鱼游回来，让人
水和谐带动“洁美桃源”
靓起来。

花山坑河：绕村而动的“白绸缎”

见习记者 金一恒
通讯员 胡余灶

来到凫溪流经的梅
林街道河洪村口，一只
白鹭正在展翅高飞。“白
鹭对自然环境的要求是
很苛刻的。只有水质够
清洁、气候适宜才会造
访。”梅林街道五水共治办
工作人员介绍说。对此，
沿河而居的河洪村民十
分自豪“最美河道”流经家
门口。

凫溪发源于深甽镇
西北第一尖（镇亭山）南
东北麓，流经深甽、西
店、梅林等地至凫溪村
入铁江，主流长约 28公

里，流域面积 183平方公
里，大小支流 47条。如
今的凫溪已经能够保证
II类水质。

然而，曾经以香鱼闻
名于世的凫溪，几年前还
是另一番景象。“例如眼前
的凤潭段，过去就是典型
的黑、臭、垃圾河，水质远
达不到V类水要求。”该工
作人员说。在凤潭村，随
机采访一位稍微有点年
纪的居民，都会有两种场
景做对比。这样的“逆变
化”，居民纠结、政府着
急。

水环境污染，表现
在水里，问题在岸上。
在梅林流域范围内，共

有 10个行政村，居住着
万余人口，分布着 15家
大大小小的工厂，治理
环境十分复杂。2015年
以来，梅林街道在“五水
共治”专项行动中，对先
期摸排收集到的问题进
行了分类汇总，并对症
下药。在治理上，实施
五大溪流整治，对河道
进行了加固，清淤，疏
浚。同时，对刘三、河
洪、风谭、吉利、梅湖、梅
北等村社开展农村生活
污水截污纳管工程。在
管理上，按 500-1000 米
分段，落实段长责任制，
由村干部兼任段长，履
行监督职责。对村内的

沿河垃圾进行统一清
理，落实沿线村社垃圾
清理，外包专业保洁公
司对河道进行保洁。针
对部分居民环境卫生意
识不强、有随意倾倒垃
圾的情况，组织专人进
村宣传，订立宣传牌。
对涉河畜禽养殖的情
况，在做好清退的同时，
确 保 不 出 现 回 头 反
弹。

治水好不好，群众
最知道。如今的凫溪沿
线，居民散步的多了，游
客看风景的多了，两岸
的花草长起来，白鹭花
海相映成趣，尽显生机。

凫溪梅林段：白鹭戏水溪清岸美

记者 娄伟杰
通讯员 李昱

沿着白溪顺流而下，
穿过岔路镇区，有一段非
常美丽的河道，间隔近500
米的两道拦水坝中间形成
了一个千尺清潭，河道两
侧是整齐的石块堆砌、水
泥嵌缝的堤坝挡墙。河对
岸，是郁郁葱葱的山峦，山
脚下的树林里，隐隐可见
梅花村民居露出来的屋
顶。清澈的河水中，隐约
可见数尾小鱼结伴玩耍，
悠游而过，划开一道道水

痕，不时还能看见几只水
鸟掠过水面。

71岁的王加兴从小
在梅花村长大，对村前
的这段河道再熟悉不过
了。“曾经的白溪，也有
清澈见底的时候，也是
我们村民捉鱼摸虾的好
地方。”王加兴叹道。由
于上游企业、农村的各
种污水都往白溪里排，
河道中也有挖沙船日夜
不停地采沙，河水也黄
浊不堪，不仅鱼虾失去
了踪影，村民用水、出行
都受到了很大影响。

从两三年前开始，
岔路镇坚持综合治理、
突出重点、可持续发展
的原则，大力开展“五水
共治”。通过实施沿河
截污纳管、生态补水、河
道清淤、生态修复、建立
了河长制等综合整治措
施，白溪流域的生态水
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
特别是梅花大桥段，修
建了拦水坝，两岸堤坝
挡墙重新进行了修整，
河道也进行了平整，现
在已经成为周边村民晚
上休闲健身的好去处。

在王加兴的记忆中，梅花
村虽挨着白溪，但村民的
饮用水主要还是依靠打
深井抽地下水。得益于
拦水坝的建设，梅花村直
接引入白溪水，沿着村内
的沟渠穿村而过，村民可
以在门前就能用清澈的白
溪水洗衣淘米。“现在好
了，新堤坝，特别是梅花大
桥修好后，两岸的风景好
看了许多，每天晚上都有
很多人到河边走一走。”王
加兴高兴地说。

白溪梅花大桥段：千尺清潭写翠微

寻找最美河道（溪流）

岗位 单位名称 人数

会计

文员

储备
干部

外贸
业务员

钻床工

业务员

杂工

宁波同心和悦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北新建材有限公司
宁波创青腾达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美琪工具有限公司
宁波大鱼馆餐饮有限公司
浙江双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日康久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瑞元模塑有限公司
宁波创青腾达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大鱼馆餐饮有限公司
浙江双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九鑫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宁海县雍彬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中合红豆杉开发有限公司
宁波同心和悦电器有限公司
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宁海县第一注塑模具有限公司
宁波市宏邦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润禾高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唯奇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双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宁海县光辉灯饰有限公司
宁波创青腾达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美琪工具有限公司
宁海县欣明清洗设备有限公司
宁海天丰橡塑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千千秀日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瑞元模塑有限公司
宁波五峰机械有限公司
伟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市鼎衡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互生元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双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市万宝电器有限公司
华英伦科技（宁波）有限公司
宁海天丰橡塑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大仲钣金有限公司
宁海县胡氏电器有限公司
宁海县中天广告策划有限公司
宁波和鑫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千汇汽车饰件有限公司
伟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九鑫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宁海双虎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1人
1人
4人
2人
1人
5人
1人
1人
4人
2人
2人
1人
1人
1人
5人
1人
5人
3人
2人
5人

10人
2人
4人
2人
4人
1人
2人
1人

20人
7人
3人
3人
5人
1人
5人
2人
1人
2人
5人
1人
1人
1人
3人
5人

岗位 单位名称 人数

驾驶员

巡检员

车间
主任

质检员

注塑
机修工

包装工

收银员

叉车工

数控
车床工

电工

客服

爱文易成文具有限公司
宁波瑞元模塑有限公司
宁波美琪工具有限公司
宁海县宇田五金厂
宁海县胡氏电器有限公司
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宁海县百特户外用品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千汇汽车饰件有限公司
宁海县振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宁海县博宇翔鹰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宁波创青腾达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市万宝电器有限公司
宁海建新密封条有限公司
宁波肯特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市鼎衡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富茂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金达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宁波九鑫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宁波肯特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和鑫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美琪工具有限公司
宁波市宏邦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宁海县欣明清洗设备有限公司
爱文易成文具有限公司
宁海县百特户外用品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富茂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金达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宁波同心和悦电器有限公司
国宏集团
宁海金海开元名都大酒店有限公司
宁波大鱼馆餐饮有限公司
宁海县光辉灯饰有限公司
宁波创青腾达机械有限公司
伟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五峰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市鼎衡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金达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宁海县杰泰精密五金厂
宁海县金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美琪工具有限公司
浙江申永达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浙江洁士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宁海分公司
宁海县金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乐洲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国宏集团
宁波中合红豆杉开发有限公司

1人
1人
2人
1人
2人
1人
3人
2人
2人
4人
4人
1人
2人
1人
2人
3人
2人
2人
2人
2人
3人
2人
1人

20人
10人
10人
2人
6人
2人
1人
3人
2人
2人
1人

20人
1人
2人
2人
1人
2人
5人
1人
1人
1人
1人
1人

岗位

装配工

注塑工

保洁员

保安员

单位名称
宁海县光辉灯饰有限公司
宁海县百特户外用品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兴利模具有限公司
宁波如意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万利安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兴富工具有限公司
宁波美琪工具有限公司
宁波天祺模塑有限公司
宁波市万宝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万安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奥拓文具有限公司
宁波林佳塑业有限公司
宁海天丰橡塑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和鑫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爱文易成文具有限公司
宁波兴利模具有限公司
宁海县第一注塑模具有限公司
宁波志岳电子有限公司
宁波美琪工具有限公司
宁波银烁塑业有限公司
宁波奥拓文具有限公司
宁波市宏邦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金达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宁波九鑫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宁海尚高商务旅店有限公司
宁海县第一注塑模具有限公司
宁海县金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美琪工具有限公司
宁波乐洲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亚太酒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宁海分公司
宁波市宏邦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得力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金中康乐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宁海淮也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洁士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宁海分公司
宁海尚高商务旅店有限公司
宁海县金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市大公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乐洲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亚太酒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宁海分公司
宁海家之窗现代家居广场有限公司
宁波得力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宁海淮也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洁士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宁海分公司
宁海桃源广场开发有限公司

人数
10人
20人
1人
2人
5人

15人
10人
10人
20人
15人
15人
6人
5人
2人
6人
1人

10人
10人
20人
10人
5人

10人
1人

10人
2人
1人
3人
2人
2人

10人
1人
5人

30人
2人
4人
2人

15人
50人
2人

20人
20人
5人
5人
4人

20人

岗位

仓管员

检验员

普工

单位名称
爱文易成文具有限公司
宁波兴利模具有限公司
宁波五峰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创青腾达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美琪工具有限公司
宁海县振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宁海建新密封条有限公司
宁波市宏邦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双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宁海县欣明清洗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润禾高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九鑫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宁海双虎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宁波千千秀日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肯特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和鑫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震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海县光辉灯饰有限公司
宁波方正汽车模具有限公司
宁波五峰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美琪工具有限公司
伟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宁海县振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宁海建新密封条有限公司
宁波市宏邦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华英伦科技（宁波）有限公司
宁海县博宇翔鹰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宁海县雍彬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双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北新建材有限公司
宁波如意股份有限公司
宁海创新旅游用品有限公司
宁海县振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宁海建新密封条有限公司
宁波晟昌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爱美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宁海县跃龙街道正达模塑厂
宁海天丰橡塑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申永达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宁海双虎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宁海县雍彬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宁海县金仕牛跑腿服务有限公司
宁海肯斯金属有限公司

人数
1人
1人
1人
6人
3人
2人
2人
1人
3人
1人
1人
1人
1人
1人
2人
2人
2人
2人
5人
5人
3人
4人
3人
5人
2人
2人
2人
2人
1人
3人
8人
5人
5人

50人
20人
5人
2人
5人
8人
3人

20人
100人

2人

宁海县人力资源市场招聘信息
本周四（11月16日）

宁海县智慧就业创业信息共享系统 http：//www.nhjyw.cn

注：定于每周四上午举办县人力资源市场招聘会 时间：8:00—11:30
应聘地点：宁海县气象北路778号（国际会展中心北楼二楼）乘公交线路105路、107路、113路、128路在国际会展中心站下车即到。联系电话（传真）：65582346
本招聘信息由宁海县就业与失业保险管理服务中心组织发布，部分信息以当日市场发布的即时更新的信息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