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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徐焕 通讯
员 仇丹娅 朱迁） 为防控节日
期间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隐患，严
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用药和非法
添加行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
尖上的安全”，县农业农村局启动
了“利剑 3号”行动，组织实施水产
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

县农业农村局和宁波市海洋与
渔业研究院日前对全县梭子蟹养殖
户实施现场监督抽样，分别对长街
镇包括青珠水产专业合作社在内的
7个养殖主体进行了检查，累计抽样
10批次，此次抽样重点检测氯霉素、
孔雀石绿、培氟沙星、氧氟沙星、诺

氟沙星等项目。同时，渔业执法人
员对养殖主体开展了执法检查工
作，检查了持证生产、投入品管理、
三项记录等情况，并对养殖场周边
和饲料渔药仓库进行了详细检查，
现场未发现禁用渔药。

此外，县农业农村局在检查过
程中向养殖户发放了水产品质量
安全宣传手册、水产养殖用药明白
纸、水产养殖日志等资料，宣传健
康养殖模式和安全用药知识，告知
养殖户要坚决抵制使用禁用药物
和非法添加物，指导其规范生产、
守法生产，确保让老百姓吃上放心
水产品。

我县开展水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

本报讯 （记者 胡琦 通讯
员 华建平 金欣颖） 为切实提
升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水平，
日前，跃龙街道召开 2020年城区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推进会。街道
各合作社联社干部，各股份经济
合作社书记、董事长，各社区书
记、主任，物业小区负责人、业
委会主任共计103个单位250余人
参加会议。

为强势推进城乡垃圾分类，作
为全县城区居民生活垃圾分类主
战场的跃龙街道，自去年 8月份开
始启动城区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以来，15个社区依托辖区联系单
位、在职党员、志愿者和居民代表、
楼道长等，共招募到垃圾分类宣讲
员420人，督导员420人，助力垃圾
分类工作，并发动居民争做志愿者
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宣传和指导工
作。目前，全街道15个社区将6万
余份宣传资料和垃圾桶，陆续分发
到辖区居民家中，为全面开展城区
开放式区域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做

好宣传发动工作，打造美丽小区。
从去年 12月份开始，该街道

开展的城区开放式区域居民生活
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在前期工作准
备充分的基础上，每个社区选择相
对比较复杂、居住类型多样的区
域，如开放式楼道、落地房、出租
房、街面等，15个社区共设 324个
点位，其中两色垃圾桶点位数 258
个，四色垃圾桶点位数 66个。针
对开放式楼道及落地房，规定做好
定时定点清运工作，自治小区和开
放式楼道采用定时定点投放，落地
房采用定时上门收运为主，定点为
辅的方式进行分类收运，城区生活
分类垃圾由县环卫处定时定点统
一清运，具体清运时间为早上6：30
至8:30，晚上18：00至20：00。

为提升城区垃圾分类效果，今
年该街道在加大宣传、培训工作的
同时，还结合《宁海县城区物业小
区生活垃圾分类考核细则》、《宁海
县社区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考
核细则》、《宁海县行政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生活垃圾分类考核细
则》办法，扎实推进城区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

跃龙街道有序推进
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在中秋、国庆两节即将到来之际，
越溪乡组织开展节前安全生产隐患排查
整治行动。检查组对辖区内企业、超
市、在建工程、矿山等人员密集场所进
行了重点检查。
（记者 惠广亮 通讯员 章亚丽 摄）

节前安全大检查

本报讯 （记者 屠以撒 通
讯员 曹炽） 为推进环境保护和
生态文明建设宣传工作，助力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日前，市生态环境
局宁海分局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日
生态文明主题活动，重点宣传生态
环境保护类科普知识，让“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周边百姓
内心。

近年来，宁海分局紧扣全域美
丽大花园建设目标，深化“两山”转
化改革，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成
效明显。水生态质量和空气质量位
居省市前列，1—8月份地表水达到
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达 100%，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持续维持在 94.3%以
上。主要污染物排放持续减少，
2019 年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
碳、氮氧化物削减率分别达 5.1%、
5%、11%、10%，较好完成年度减排任
务。今年再次位居全国“两山”发展
百强县第二。

深化完善生态文明建设机制。

放大“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创建效
应，持续优化“两山”转化体制机制，
探索实践“6+1+X”“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转化路径。建立健全优
化生态文明体制机制，衔接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实现“两城联创”，6月
12日开展大抓“城市革新”暨争创全
国文明城市动员会议，重点部署国
家生态示范县创建工作，截至目前
完成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省级
申报工作并作为备选公示，完成宁
海县“十四五”生态文明规划（初
稿），力争2021年顺利创成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县。打造沿海县域生
态文明建设的典型模式，调研温州
市永嘉县、奉化箭岭村等“零污染”
特色村，建设一支生态志愿者队伍，
探索全民绿色全域生态发展体系。
组织开展乡镇领导干部自然资源离
任审计项目，截至目前完成前童镇、
岔路镇领导干部审计项目，8月开启
黄坛镇领导干部审计工作。

建立水陆空“最美生态”治理机

制。打好污染攻坚战，印发实施
2020年治水治气治土计划，提升生
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力。建立数字化
环境质量监测体系，截至目前监测
PM2.5的小微空气站已覆盖18个乡
镇（街道），在临港开发区、城区等建
筑工地建成8个扬尘监测点，建成水
车断面自动监测站。扎实推进“污
水零直排区”建设，至 2019年年底，
建成管径 300以上管网 917.8公里，
目前除中心城区外（跃龙、桃源街
道），其他16个乡镇（街道）均通过市
级污水零直排区创建验收。开展

“高空瞭望”系统建设，推进宁海科
技园区等 7处重点园区安装热成像
智能识别（高空瞭望）系统，截至目
前已联网企业达95家。推行环境污
染责任保险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
度，2019年完成绿色保险 5家，完成
1例关于印染污泥污染损害赔偿案
例，赔偿费用达350余万元。环评试
点推广网格化环保管家模式，西店
镇等 9个重点乡镇（街道）和科技园

区已开展委托。
建立完善生态文明全方位保障

机制。探索以生态系统生产总值
（GEP）为核心的“两山”转化评估体
系，不断完善生态优先发展导向，近
五年生态经济规模年均增长率超过
10%，总量达到 175亿元，占GDP的
1/4。完善绿色发展综合评价“一指
数一报表”机制，针对资源利用、环
境治理、绿色生活等方面设置 82个
量化指标，全面考核全县重点部门、
乡镇（街道），有效提升生态文明示
范建设效率，连续三年蝉联美丽宁
波建设考核优秀。探索环保社会责
任公示制度，在信息公开平台上主
动公开信息总数11420条，生态信息
公开率 100%。完善环保督察整改
长效机制，成立中央环保督察迎检
工作领导小组，落实各项整改任务，
截至目前，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反
馈的 11个问题已经完成整改销号 7
个，4个达到序时进度；交办的 79件
信访件全部完成整改。

我县多措并举持续深化“两山”改革

本报讯 （记者 胡琦） 9
月 26日，为了忘却的纪念——“书
香溢远·悦读阅美”2020年宁波市
职工读书沙龙在我县举行，旨在纪
念柔石诞辰 118周年，缅怀革命先
烈精神。

据介绍，宁波市职工读书沙龙
活动旨在传承和弘扬崇尚读书的
优良传统，培育和倡导全民阅读的
时代风尚，提升职工文明素养，增
强文化自信，团结动员全县职工为
决战六争攻坚、决胜全面小康提供
强大的精神动力。活动自推出以
来，柔石的作品受到宁波职工阅读
者广泛关注，前期有 800多名职工
阅读爱好者报名，为市总工会开展
职工阅读活动以来报名人数最多

的一次。
当天，来自全市的 80名职工

阅读爱好者先行前往柔石故居参
观，瞻仰柔石烈士风范，实地了解
柔石生平事迹。阅读爱好者们在
聆听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
院副教授范志强关于柔石的作品
及人物导读后，分别从柔石作品、
作品人物、作品立意等角度，以及

“对你触动最大的是哪部作品”、
“你眼中的柔石是一个怎么样的
人”等话题，展开互动交流。通过
感受柔石作品的文学情怀和思想
境界，职工阅读爱好者们纷纷表示
以缅怀柔石为契机，让他的家国情
怀、精神文化渗透到日常工作
中去。

市职工读书沙龙在我县举行

本报讯 （记者 陈俊） 日前，
我县“康乃馨女性健康关爱计划”在县
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启动，活动现场举
行了县慈善救助基金“女性健康公
益保险”签约仪式，全县 18个乡镇、
街道妇联接受了项目捐赠，现场共
送出公益保险1000余份。

在发动全县广大妇女群众自主
参与投保的基础上，为了让低保家庭
女性也能得到健康保障，让每一个困

难妇女和患病妇女都能感受到政府
的关怀，县慈善总会在县域范围内向
爱心企业、社会团体及爱心人士募集
资金8万元，县妇联出资2万元，共同
设立“康乃馨救助基金”。该基金将
为全县35—50周岁的低保家庭女性
赠送健康公益保险，该公益项目以商
业保险为依托，100元保期一年，保障
女性特有癌症，累计最高可获得 10
万元理赔，基本覆盖医疗费用。

据悉，“康乃馨女性健康关爱计
划”公益项目是浙江省妇女儿童基
金会近年来开展系列女性健康公益
服务的实践沉淀、经验积累和理念
创新。项目运用公益的力量、市场
的原则、商业的手段，推动社会创
新，参与社会治理，解决社会问题。
同时项目还建立属地公益资金池，
所有金额将全部用于低保女性免费
投保、患病女性关怀救助及当地妇

女健康事业的发展。
近年来，县妇联将妇女“两癌”

免费检查和“两癌”救助工作作为惠
及城乡广大妇女的实事来抓，通过
构筑“筛查+救助+关爱”三位一体
的妇女健康保障体系，为全县城乡
妇女健康撑起了专属保护伞。而此
次“康乃馨”计划的启动，也将带动
社会力量参与女性健康事业，保障
女性权益。

让爱温暖全县低保家庭女性

“女性健康公益保险”项目启动

欢迎举报，重重有奖！宁海县生态环保“110”诚邀您参与生态环境保护、“五水共治”
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接受广大市民

监督，特设立宁海县生态环保“110”随手拍
有奖举报。

一、举报受理内容
1、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垂钓、

游泳等行为；

2、河道排口晴天有排水，河水颜色变
深有异味，河道或河岸偷倒垃圾或垃圾未
清理、偷排泥浆等行为；

3、沿街店铺通过雨水口排放污水、倾
倒餐厨、厨余垃圾等行为；

4、运输车辆冲洗产生废水直排等行

为；
5、露天垃圾（工业、生活、秸秆垃圾）焚

烧等行为；
6、建筑施工扬尘，建筑垃圾、生活垃圾

随意倾倒等行为；
7、工业企业偷排、漏排生产性污（废）

水，物料堆场未采取防尘防雨措施，工业固
体废物随意倾倒、非法处置等行为。

二、举报渠道
1、通过微信小程序链接。
2、拨打投诉电话0574-59999110。
三、奖励方式

1、视举报内容情节轻重，对第一报料
人分别给予30、50、100元的话费奖励。

2、在收到举报信息后，第一时间内予
以核实，并发放话费奖励。

县生态办、县治水办、市生态环境局宁海分局 微信小程序链接

献血迎国庆

昨日，长街镇开展“不忘初心献热
血，喜迎新中国71华诞”无偿献血活动，
全镇机关干群、各村党员干部等踊跃参
加。经检测筛选，73名符合采血条件的
干群累计献血22700毫升。
（记者 李江林 通讯员 胡靖晨 摄）

（上接第1版）

情牵两地
交出骄人扶贫成绩单
为了让晴隆县赴宁海县职校学

习的33名幼师专业学生能够感受到
家的温暖，安心完成学业，郭思春组
织“乡音”志愿服务团开展“大声说
出来”“山里孩子去看海”“行走十里
红妆文化园”等互动活动，打开了学
生心扉，让学生们真切感受到来自
宁海的热情、家乡的温暖。同时，围
绕安全常识、急救常识、反网络诈
骗、禁毒知识等内容开设讲座，在提
升学生知识，增强本领的同时，增进
了情谊、拉近了距离，促进了学生安
心完成学业。

“我们自发成立‘乡音’志愿服
务团，主要是协助晴隆县驻宁海县
劳务服务协作站开展稳岗拓岗工

作，共同为晴隆到宁海就业的务工
人员和到宁海参加技能培训的学
生提供心理辅导、健康咨询、职业
规划、政策宣传，确保晴隆籍务工
人员和学生能够在宁海稳定就业
和圆满完成学业。”郭思春介绍，自

“乡音”志愿服务团组建以来，已走
访晴隆籍务工人员 300余人次，组
织召开座谈交流会 12次，组织晴
隆籍贫困家庭学生开展文体活动6
次。

如今，在“乡音”志愿服务团的
关心帮助下，以及两地干部的共同
努力下，369名晴隆务工人员通过
自身努力，实现了脱贫，更有部分人
员月薪超6000元，直奔小康。尽管
跨越了千里，在宁海这片温暖的土
地上，这些务工人员都深深觉得日
子越来越有奔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