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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名片

本报讯（记者 陈周霄 通讯
员 周静）“今年，我们将以集团
更名重组为契机，围绕‘做大资
产、做强主业、做实创新、做响品
牌’发展目标，抓好改革创新、释
放发展活力，以时不我待、只争朝
夕的饱满精神状态，为建设生态品
质之城贡献舜建力量。”在近日举
行的宁波舜建集团有限公司2018
年工作会议暨党风廉政建设大会
上，集团董事长、总经理褚校军掷
地有声地表示。

宁波舜建集团有限公司前身为
“余姚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今年1
月正式更名。展望2018年，宁波
舜建集团将以深化体制改革、优化
投资融资、增进民生福祉、强化队
伍建设等工作为抓手，奋力谱写幸
福城市新篇章。

抓好改革创新
释放发展活力

宁波舜建集团将深入贯彻落实
市委市政府关于深化国企管理体制
改革的决策部署，着眼于盘活存
量、做优增量、主动减量、激发能
量，积极探索国有企业转型升级之
路，致力于打造“产权清晰、权责
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
代化企业体系。通过确立工作目标

任务，确认业务范围，加强学习调
研，借鉴先进经验，广泛听取意见
等途径，积极稳妥制定总体重组方
案，全方位推进资产、业务、机
构、人员、管理、文化、党建工作
的整体融合，不断提升市场竞争
力，实现经营模式多样化，促进集
团公司可持续发展。

抓好投资融资
服务城市建设

宁波舜建集团将继续千方百计
抓好融资工作，结合国家各部委出
台的监管文件精神以及我市实际，
进一步加强债务风险管控，守住“不
发生债务性风险”这一运营底线。

此外，进一步加强与金融机构
的沟通，抓准国家信贷支持方向，
提升集团公司的资本市场形象，构
建多元化融资渠道，优化融资结
构。重视集团内控制度建设，加强
财务管理、会计审核和审计工作，
进一步加强资金监管，继续实施公
款存放招投标，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

抓好民生实事
增进民生福祉

宁波舜建集团将继续稳步推进
民生实事工程建设，提升供气、供

水、排涝治污的公共保障能力，有
序实施东环北路（北姚江路-子陵
路）给水管工程、马渚（渚山）水
厂滤池扩建工程、天然气管网接入
千人计划产业园区项目、“污水零
直排区”建设等工程，加快公共基
础设施向乡镇延伸。

此外，进一步提高民生服务水
平，加强服务标准化流程，提高抢
修抢险应急速度，推动服务宣传进
社区进校园活动，着力提升群众满
意度。抓好区块开发，积极推进南
雷路两侧地块、府前路北侧地块、
康复路东侧地块、黄山公园周边地
块的开发和建设工作，加强城镇建
设。

抓好安全生产
做到警钟长鸣

宁波舜建集团将安全生产纳入
重点工作，扎实开展各项安全管理
工作，坚决守住安全生产红线、守
住企业和社会稳定红线、守住雨雪
冰冻及防汛防台红线。进一步明确
安全工作分工，落实安全责任，加
强安全监管，针对重点领域开展重
点检查，严查安全隐患，第一时间
落实整改，确保不留死角、盲区。
开展安全教育宣传，通过培训、讲
座、合理化建议征集、应急预案演

练、安全宣传进学校、进社区等形
式加强全民安全意识，确保安全生
产零事故。

抓好队伍建设
锻造舜建铁军

宁波舜建集团将进一步深入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党对
一切工作的领导，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到头脑
里，落实到工作中。

一方面，强化政治理论学习，
夯实“学习型干部队伍”基础。扎
实开展“党员组织生活日”“三会
一课”等制度，形成集中学习和个
人自学相结合的学习氛围，通过征
文比赛、知识竞赛、主题讲座等活
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
内容学习与时俱进。另一方面，强
化业务能力提升，结合“大脚板走
一线、小分队破难题”落实专项行
动，开展主题调研，形成专题调研
报告促发展，营造“比学赶超”良
好氛围。强化干部作风建设，锤炼

“铁军型干部队伍”风骨，紧扣
“正本清源、引带民风”的宗旨，
开展红色主旋律培训、狠抓工作纪
律；通过学习教育将反腐倡廉警示
教育活动常态化。

优化投资融资 增进民生福祉

“舜建铁军”谱写幸福城市新篇章
宁 波 舜 建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于

2018年1月5日正式授牌更名，前
身为“余姚城投集团有限公司”，
系国有法人独资企业，现有下属
子公司3家、二级子公司6家、控
股公司2家、参股公司4家、托管
公司1家。至2017年底，合并总资
产达367亿元。

集团公司秉承“投资城建、
福荫百姓、经营城市、共筑家
园”的企业宗旨，坚持着眼盘活
存量、做优增量、主动减量、激
发能量，以转型促发展，致力于
打造集投资、融资、开发、建
设、经营“五位一体”的国有资
本投资运营模式，成为城市开发

建设运营商、国土资源整备开发
商、城市公共服务提供商和国有
资本投资运营商，为服务余姚

“两区三城”建设战略，加快现代
化创新型生态城市建设贡献更多
力量。

宁波舜建集团——

本报讯（记者 陈周霄 通讯
员 励夏微）日前，宁波舜建集团
下属单位市排水公司完成新一轮
《防汛防台应急预案》修订工作，
完善应急方案、明确职责分工，确
保汛期防汛防台工作高效运转。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汛
期，我市防台防汛形势严峻。对
此，市排水公司及早行动、周密部
署，以“防大汛、排内涝”为主要
目标，以抓牢防汛力量、优化设备
保养、细化雨箅清理、备足防汛物
资等工作为抓手，全力以赴做好各
项防汛排涝准备工作。

聚焦防汛排涝工作短板，市排
水公司细化应急预案方案，调整人
员物资配备情况、提升应急小组反
应速度，通过加强演练、增加操作

培训等途径，力促应急预案第一时
间启动、应急小组第一时间到岗、
防汛排涝工作第一时间实施。

针对城区30座排涝泵站、46
台水泵、32台格栅机、52台启闭
机阀门、13台固定发电机设备养
护全覆盖，市排水公司提前开展维
护保养，查看水泵叶轮完好度、出
水口异物堵塞情况，全面检修格栅
机、阀门运转状况等情况，并引入
设施保养专业技术队伍，对4台移
动电站和9辆大型移动泵车进行全
面保养。

目前，市排水公司已深度清理
1.32万个雨箅、储备2000多只编
织袋和防汛应急包等，并备足手电
筒、安全绳、保温毯等抢险应急用
品。

及早行动 周密部署

排水公司全力以赴备防汛

本报讯（记者 陈周霄 通讯
员 魏芊）近日，宁波舜建集团举
行廉政建设集中教育活动，各基层
党支部组织开展《党员干部违纪违
法典型案例警示录》学习活动，展
示典型案例、违纪违法人员忏悔
录，以案释法增强党员干部廉洁自
律的自觉性，拉起防腐拒变的高压
线。

今年以来，宁波舜建集团以责
任落实、教育提醒、制度规范、监
督约束等工作为抓手，结合“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拧
紧廉洁自律发条、扎牢廉政“防火
墙”，实现党风廉政建设常态化。

压实主体责任，严肃党风党
纪。宁波舜建集团将党风廉政建设

纳入全年工作议事日程。一方面，
制定党建、纪检工作要点，召开党
风廉政建设工作大会，对2018年
工作任务进行部署，明确了工作方
向和奋斗目标；另一方面，层层签
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将党
风廉政建设工作任务细化分解，落
实到岗、具体到人，形成“党委全
面抓、纪委监督抓、班子分管抓、
部门协同抓、党员全员参与”的工
作格局，促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落实处。

抓好清廉教育，筑牢思想防
线。宁波舜建集团将《党章》及党
纪党规列入党员干部思想政治必修
课程，以“党委中心组学习会”、

“党员大会”等为载体，开展理论

教育、典型教育、岗位教育等多形
式学习教育，强化党员干部廉洁自
律意识、增强风险认知能力和防范
意识。此外，宁波舜建集团结合

“家风”建设工作，将开展“家风
家训故事朗读”、“廉政教育知识竞
赛”等活动，以好家风促党风政
风。

织密制度笼子，确保权为公
用。宁波舜建集团坚持按照《党
章》、两个“准则”、两个“条例”
等党内法规，加强制度机制建设，
从重点岗位、重点环节入手，健全
和完善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重
点岗位风险防控等“三重一大”制
度，对民生工程建设、资金使用等
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严格规范权力

阳光运行，加强对违规行为的责任
追究，形成以制度管人、以制度管
事的长效机制，扎牢笼子，确保掌
权为民、公权公用。

深化监督检查，促进作风提
升。宁波舜建集团坚持党内监督和
党外监督相结合，以明察暗访抽查
看、基层调研针对看、群众监督时
时看等形式，切实加强作风效能建
设。按照为民务实清廉要求，落实
密切联系群众，回应民众关切制
度，做到心系群众，优质服务；严
肃工作纪律，对贯彻执行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和“四风”问题进行自查
自纠。目前已开展明查暗访7次，
深入基层专项调研1次，做到防微
杜渐、警钟长鸣。

全面落实主体责任

扎牢舜建党风廉政“防火墙”

城区自来水热线：62704444
姚西北地区自来水热线：
62444444
排水热线：22708484
天然气抢修热线：62678110

舜建民生类热线电话

本报讯（记者 陈周霄 通讯
员 赵哲）“家里的天然气管道应
该定期检查，如果遇到任何问题，
可以拨打我们公司62678110抢修
电话。”近日，宁波舜建集团下属
单位市天然气公司宣传小分队走进
凤山街道凤山社区，向居民普及燃
气安全知识，提高大家安全防范意
识。

近年来，市天然气公司始终坚
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
理”的工作方针，切实履行企业主
体责任，积极开展安全检查、隐患
治理、安全教育等工作，筑牢燃气
安全生产防线，确保我市天然气事
业健康发展。

一方面，市天然气公司层层落
实安全生产责任，与各施工单位、
部门负责人及各岗位人员签订《安

全管理目标责任书》，将年度安全
工作计划细化为近30项内容并上
墙公布，力促内容明确、时间明
确、责任人明确。另一方面，市天
然气公司做到安全宣教常态化，将
安全教育纳入安全考核，形成长效
内训学习机制，每月最后一个周五
开展安全生产学时教育，提高安全
防范意识；邀请设计院、安评机构
就重大事故隐患评估开展工作交
流；邀请兄弟单位进行安全管理经
验交流，加强工作应对经验；开展

“安全宣传进校园”活动、燃气宣
传大课堂、安全用气培训、“安全
生产月”宣传咨询日等活动。

此外，市天然气公司扎实开展
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一季度累计开
展入户安检1.1万余次，出警抢修
951次，提供便民服务569次。

勤安检 多提醒

天然气公司安全生产常抓不懈本报讯（记者 陈周霄 通讯
员 周静）4月以来，宁波舜建集
团启动新一轮水质提升工作，下属
各制水售水企业积极开展主管网冲
洗、农村管网技改等工作，严把自
来水水质安全关，实现自来水水质
全面优于国家标准。

为切实掌握水源情况，各制水
售水企业定期对陆埠水库、梁辉水
库、四明水库、双溪口水库进行水
源地调查，深入掌握原水动态。从
目前的调查结果来看，以上4个水

库原水基本符合Ⅱ类水源要求，蓄
水量较去年有所增加，水量储备较
为合理。

在制水过程中，制水企业拉高
标杆、自我加压，制定高标准的内
控指标，各项指标要求全面高于生
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
2006），并严格执行于日常制水工
作中。

与此同时，制水企业积极引进
先进技术，全力提高制水工艺。比
如，开展“锰砂除锰”课题研究，

通过引进新型锰砂滤料，以期解决
目前氧化药剂、除锰药剂量难以控
制以及出水色度等问题，寻求一种
能够替代目前的普通石英砂的滤
料，最终实现优质供水。在七里浦
水厂试点四点加氯工艺，结合高锰
酸钾投加、增加第四点加氯等工
艺，最大限度地降低黄水出现几
率。

针对姚西北地区供水短板，制
水企业扎实推进项目整合，投资
395万元实施马渚（渚山）水厂加

药间整合改造项目，在马渚 （渚
山）水厂新增每日流量12万吨的
高锰酸钾投加系统、粉末活性炭投
加系统和PAM投加系统，整合马
渚水厂、渚山水厂聚合氯化铝和次
氯酸钠投加系统，完善加药间内部
格局并配套建设电气、自控和仪表
系统。该工程预计于今年6月完工
并投用，届时，将进一步提高姚西
北地区的水质标准，有效应对水源
地水质突变事件，确保姚西北地区
生活饮用水卫生安全。

源头控制 工艺提升

舜建集团严把自来水水质安全关

近日，宁波舜建集团开展爱国
主义主题教育活动，集团本部全体
党员赴梁弄镇参观浙东抗日根据地
旧址、横坎头村等地，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以
更饱满的精神、更高涨的热情投身
我市乡村振兴事业。

图为舜建集团党员正在浙东抗
日根据地旧址参观。

通讯员 魏芊摄

不忘初心
再出发

近日，市天然气公司在九垒山门站检修设施设备。 通讯员 赵哲摄

4月20日，排水公司在子陵路防汛仓库举行移动泵车积水抢险演练。
通讯员 励夏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