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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筒、水位尺等人工监测设施的安
装及运用，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工
作。
“演”字当头，演练推演齐上
阵。5 月下旬，县水利局组织各水
库近百名安全度汛技术责任人和
巡查责任人进行了培训，提高水库
责任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
管理能力。县防指办还结合防汛
管理 APP 对各水库“三个责任人”
进行履责演练，组织 10 个乡镇街
道的 50 余名民兵水上抢险救援队
员、各中型水库 30 余名抢险队员
开展了水上救援演练，为实现水库
安全度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安”字兜底，排查整改两不

弘敏铝业
误。在全省水库安全度汛工作视
频会议召开后，县防指迅速部署各
乡镇街道对辖区水库进行了安全
自查，水利局又组成 4 个检查组，
对 全 县 65 座 水 库 开 展 了 全 面 检
查。在重点检查各水库“三个责任
人、三个方案”落实情况的同时，对
水库大坝、溢洪道、管理房、启闭设
施等建筑物进行拉网式徒步检查，
对正在开展除险加固工程的水库，
要求责任单位制订在建工程安全
度汛方案，严格落实工程安全度汛
各项措施，对汛期不能整治完工的
水库要求限制蓄水位，并加强观测
力度，确保安全度汛。

排除隐患

汇报，一边逐栋逐户疏导群众、转
移物资、引导撤离。
针对夏季来临防汛严峻形势，
强蛟镇及早谋划、提前部署，明确
防汛重点，落实责任举措，抓紧在
主汛期前开展隐患大排查，发现问
题及时整改，保障各类山塘水库、
重点堤防、地质灾害点、重大项目

设施安全。同时牢固树立防大汛
抗大灾思想，通过防汛应急演练，
完善预警预报系统、安全应急预
案、快速联动机制，更好地应对汛
期突发状况，全力以赴确保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据悉，强蛟镇有大小山塘水库
33 座，新标准海塘 4.22 千米，由于

地处象山港畔，易受台风、暴雨及
山体滑坡等灾害影响。为做好今
年的防汛防台工作，该镇建立和完
善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及早与各
村签订防汛安全责任书，强化责
任，明确职责，做到防范到人、责任
到人，通过点、线、面有机结合，形
成防汛抗灾
“网格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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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蛟应急演练备战夏季防汛
本 报 讯 （通 讯 员 吴 立
高） “梅雨期连降大雨，后门山山
体出现滑坡险情，随时会发生大面
积垮塌危险，威胁村民生命财产安
全，请求镇里启动应急预案。”日
前，在强蛟镇防汛应急演练现场，
加爵科村安全网格员、民兵应急小
分队成员一边通过高音喇叭大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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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安全度汛专项行动全面开展

“预”字为先，预警预案两手
抓。县水利局成立了水库安全度
汛工作领导小组，落实好各水库
“三个责任人”，明确每座小型水库
所在地乡镇长（街道办事处主任）
为行政责任人，各乡镇街道水利站
长为技术责任人以及每座水库的
巡查员。同时，指导服务各乡镇街
道完成水库监测预警方案、水库控
制运行计划和水库安全管理应急
预案等“三个方案”的编制工作。
目前，我县 6 个中型水库、59 座小
型水库均已完成“三个方案”编制
上报工作。针对尚未建立水雨情
自动测报设施的水库，县水文站指
导各乡镇街道完成了每座水库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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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为安全度汛开好“处方”
本报讯 （记者 曹维燕 通
讯员 林丹晨） 近日，记者从县
水利局获悉，为认真贯彻落实省水
利厅及市水利局相继召开的水库
安全度汛会议精神，尤其是对照省
市会议提出的落实“三个责任人、
三个方案”要求，我县迅速行动，立
即开展了水库安全度汛专项行动。
我县现有水库 66 座，其中，大
型水库 1 座（白溪水库），中型水库
6 座，小（Ⅰ）型水库 9 座，小（Ⅱ）型
水库 50 座，水库安全度汛任务较
重。为切实将水库安全度汛工作
落到实处，我县通过落实各级责任
人，组织安全度汛培训，加强安全
检查等多项举措确保运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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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专业

风力：东北风 2-3 级。
人体舒适度：2 级，较舒适。
穿衣指数：6级，你适合穿短裙、短
套装等。
紫外线指数：5 级，很强。

进一步扩大宁海模具品牌影响力

18 家企业集体亮相上海模展
本 报 讯 （记 者 金 一 恒
通 讯 员 蔡 能 平） 近 日 ，
DMC2018 中国国际模具技术和
设备展览会在上海虹桥国家会展
中心举行。我县 18 家模具及配
件企业踊跃参与，集体承租 76
个摊位，创历年参展摊位数之
最。
据悉，上海模展，全称中国
国际模具技术和设备展览会，一
年举办一次，系国内模具业最重
要的年度盛会，因举办地在上海
而得名。本届上海模展以“汇集
精细化制造集成技术，展示一体
化成形协同制造促提质增效”为
主题。在县模协的积极组织下，
我县企业踊跃参展、参观、参
评、参会，充分利用本届展会的
各种资源，进一步扩大宁海模具

的品牌影响力。
据了解，本届展会得到了方
正、双林、震裕等 18 家模具及
配件企业的积极响应，集体承租
摊位集中展示各自的特色产品。
期间，我县巧借组委会资源，组
织 250 名企业技术骨干，前往展
会现场观摩模具技术新亮点及设
备研发新趋势。县协会还发动第
一注塑、方正、双林等 8 家企业
参评由中国模协主办的“精模
奖”，为宁海区域品牌及各企业
自身添光加彩。此外，在模展期
间，2018 增材制造技术应用高峰
论坛、一带一路国际模具产业论
坛等重要的学术、技术交流会也
同期举行，吸引了我县众多企业
专业人士前往旁听，为企业今后
发展储备新知识。

桃源街道立足“早”字征好兵
本 报 讯 （记 者 潘 璐 璐
通 讯 员 周 如 歆 陈 炯） 日
前，桃源街道人武部提前部署，
认真筹备，组织召开了 2018 年
征兵工作动员部署会，明确今年
征兵任务，号召广大适龄青年踊
跃报名参军。
为进一步提高兵员质量，在
适龄青年名单梳理过程中，桃源
通过在往年人员信息的基础上，
结合应届毕业生名单制定出 2018
年适龄青年情况排摸表，以此全
面分析辖区内适龄青年人员结
构，确保对辖区内近千名适龄青
年，特别是 152 名大学应届毕业
生的摸底工作做到一人不漏，同
时为直招士官的人员选拔拓宽渠
道。另外，自去年起，桃源街道

人武部还设立专项奖励资金用于
奖励征兵先进单位和个人。大金
金健勤、堤树胡国满、花山葛锦
伟、西洋葛仁波四人荣获“先进
个人”称号，华庭社区、赵家
村、新西岙村获“先进集体”称
号，这项制度大大提高了民兵干
部的工作积极性。
据了解，桃源还将在村
（社）、社区通过悬挂条幅，摆放
征兵政策宣传牌，发放征兵宣传
单，LED 电子屏播放宣传标语等
形式，加强征兵工作宣传力度，
强化群众国防观念，激发广大适
龄青年应征入伍、报效祖国的热
情，为今年征兵工作营造良好的
宣传和舆论氛围。

全面排查隐患 确保汛期安全
连日来，越溪乡组织水利工程安全检查组对全乡山塘水库开展汛期安全隐患大排查。检查组重点查验了山塘水库泄洪设施、值班房运行、责任主体落实、安全
警示牌设立、避险物资储备等。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立即要求相关责任人限期整改到位，以确保安全度汛。
（记者 惠广亮 通讯员 章亚丽 摄）

县市场监管局长街所:

吹响海洋资源保护冲锋号
【走进市场监管】
本 报 讯 （通 讯 员 陈 振 华）
近日，县市场监管局长街所严格贯
彻《宁海县 2018 年“三战”工作实施
方案》文件精神，主动对接乡镇及各
相关职能部门，结合长街镇作为沿
海乡镇，
“一打三整治”工作时间紧、
风险大、隐患多、任务重的特点，全

面吹响禁渔期海洋资源保护冲锋
号。
该所主动对接镇政府，成立了
由镇政府领导牵头，各镇属职能部
门负责人作为成员的“一打三整治”
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行动的组
织、指导、协调、督查工作，各成员单
位按照职责分工，做好禁渔期海洋
幼鱼资源保护工作。一方面通过在

信息广场
厂房出租

商铺出租
位于龙珠大厦宁珠商贸城（中山中路 108 号，跃龙菜场旁）
三楼有一万平方米商铺出租，每平方米 0.45 元，有意者电话联
系。电话：65599899

（6 座、
19 座、
31 座、
39 座、
53 座）

65261111

13906605322

宁海县公路运输有限公司 车队
商务公务包车

上班时间（周一至周五）：
上午 8:30—11:30 下午 1：
30—5：
00
地址：
宁海县时代大道 160 号宁波银行大厦 2 楼 218 室
咨询电话：
65577928

求购面积 2-6 亩，地段东至白峤岭，北至现代家居广场，西
至西站，南至徐霞客大道。电话：17757050153

位于梅林红塔路 11 号（东方日升斜对面）有 5500㎡左右厂
房出租，交通方便，环境好，水电齐全，价格面谈。
电话：13605786630（蒋女士）

商务公务包车

进行明确和细化，以此层层落实，步
步为营，严防死守禁渔红线。另一
方面，组织由市场监管、海洋渔业等
成员单位共同参与的联合执法检查
行动，重点对镇、村级市场及赶集日
市场周边摊贩，有水产销售的超市，
大中型饭店、排档等经营场所进行
检查，有效震慑了各类非法购销违
禁渔获物的不法行为。

求购厂房或土地（工业、商业）

房屋租售

宁海中青旅车队

市场门口等人流集中处悬挂宣传横
幅，在各行政村宣传栏张贴宣传海
报，向市场内外水产品经营户、饭
店、夜排档等负责人送达《告知书》，
召集镇所属的镇、村级菜场、农贸市
场的商贸集团负责人、村干部及大
中型饭店负责人等近 30 人开展集
体行政约谈，签订《海洋资源保护工
作责任状》等，把各自的工作和责任

遗失启事
遗 失 特 种 作 业 操 作 证（ 高 处 作 业 ）一 份 ，证 号 ：
T33022619890426367X，声明作废。
严坚
遗失法人章、财务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宁海县鸿军模塑厂

宁海县公路运输有限公司

商务公务包车（6 座、
20 座、
16 座、
39 座、
45 座、
53 座、
60 座、
70 座）

66928888

收

13732136971

（微信手机同号）

购

大鱼馆餐饮
大鱼馆老店（一店正学路 25 号)
老缑城文化主题餐厅（三店宁昌路86号)
大鱼皇府至尊店（北斗北路 289 号）
会展中心海鲜城(金水路 333 号）
鱼说了算（时尚餐厅 4F-08）

美食热线：
65111177
美食热线：
65222666
美食热线：
25595555
美食热线：
13216687777
美食热线：
65561888

承接电泳加工业务

诚信收购冲床、
车床、
叉车、
磨床、
铣床、 本公司承接电泳漆加工，
脱酯磷化，
阴极
加工中心等发电机，
生铁及各种设备， 电泳漆全新流水线，
地址：
梅林工业区。

（19 座、
29 座、
39 座、
45 座、
53 座） 置换各种二手设备。
13989393993 13989331111 13588608700 学校和公益单位可免费租用发电机

18067178999（王先生）
13857426590（王先生）

养成阅读习惯 打好人生底色
近日，桃源街道回浦小学为期一个多月的校园读书节系列活动在全校师生
的欢歌笑语中圆满闭幕。本次读书节的成功举办，为学生养成阅读习惯，打好
人生底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给学生提供了施展才华、张扬个性的平台，为
学校“书香校园”建设探索了一个新方向。图为闭幕式上学生在表演精心编排
的节目。
（通讯员 叶凌晓 摄）

关于宁海县金龙路施工期间交通组织调整的公告
为了确保宁海县金龙路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
全、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三十九条之规定，决定对宁海县金龙路交通组织进
行调整，具体事项通告如下：
一、调整路段：
金龙路（金水路——天明路）段
二、时间和措施：
调整时间：2018 年 6 月 20 日—2018 年 11 月 20 日

调整措施：禁止一切车辆在金龙路西半幅区域
内通行，过往车辆请根据现场交通标志标线指示在
金龙路东半幅通行。
请各位交通参与者按现场交通标志标线指示自
觉遵照执行。
宁海县经济开发区科技园区管理中心
宁海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18 年 6 月 13 日

水源地专项督查交办问题清理整治情况清单
问题
序号

所在地

水源地名称

问题具体情况

整治进展
情况

是否完
成整治

责任单位

责任人

1

宁波市
宁海县

西溪黄坛水库

留五扇村生活污水处理后
废水排入一级保护区内

已形成
整治方案

否

宁海县黄坛镇
人民政府

蒋诗吉

2

宁波市
宁海县

西溪黄坛水库

上辽岗村未建设生活污水
处理设施

已形成
整治方案

否

宁海县黄坛镇
人民政府

蒋诗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