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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周霄 通讯
员 邵燕慧）近日，市自来水公司
推出微信、支付宝水费缴纳功能，
为用户提供更便捷的服务。

近年来，市自来水公司依托互
联网、大数据库等载体，积极探索
水务管理新模式，打造集“地理信
息系统、客户服务热线、智能缴费
服务”于一体的“智慧水务”品
牌，优化城区用户的用水体验。

针对城市水务管理需求，市自
来水公司升级GIS供水管网地理信
息系统，优化网络端、数据库、坐
标系、地图库等，解决服务器崩
溃、地图打印故障、早期数据欠缺
等问题，使得内部数据接入相关部
门大数据库，方便操作使用。此
外，市自来水公司进一步升级硬件
设施，建设标准化机房、配备综合

显示大屏设备，提高水量及水压的
监控准确度。

针对客户服务热线，市自来水
公司强化服务品牌理念，积极打造
集 ACD 排队、统一智能路由、
IVR语音交互应答、IVR自动传
真、录音质检、业务处理流程、业
务报表、话务报表、实时监控、外
呼等服务于一体的客服热线系统，
增加回访功能，提高服务质效。

结合新兴支付方式，市自来水
公司不断拓宽用户缴费渠道。目
前，城区自来水用户可选择4种方
式进行自来水水费缴纳，即营业大
厅现金缴纳、银行代扣、支付宝缴
纳、微信缴纳。用户可利用“余姚
市自来水公司”支付宝生活号、微
信服务号，办理查询欠费、用水分
析、自动代扣水费等业务。

市自来水公司

精心打造“智慧水务”

本报讯（记者 陈周霄 通讯
员 景光明 俞翔）近日，市排水
公司负责实施的2018年度姚江沿
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项目开
工。该工程覆盖姚江沿线的马渚
镇、丈亭镇、陆埠镇，建成后将有
效解决沿线镇村农村生活污水排放
瓶颈，助力创建“污水零直排区”。

自我市实施污水零直排区建设
工作以来，市排水公司以全面提升
城乡水环境质量为目标，紧扣项目
要求、层层落实责任、倒排时间节
点，稳步推进相关项目。目前，市
排水公司已先后实施乡镇污水收集

工程（四明山区域四乡镇）、乡镇
污水收集工程 （平原乡镇第一
批）、梁弄镇横路村建山自然村农
村生活污水收集工程、2018年度
姚江沿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
以及立项筹备中的2018年度污水
零直排区建设工程，以上工程总投
资将达11.2亿元，计划铺设污水
管道约1416公里、修复雨水管约
8.75公里、新建27处人工湿地处
理设施及29座污水提升泵站，预
计纳管总数超1.48万户，项目由
排水公司完成立项报批后，委托涉
及乡镇、街道进行具体实施。

市排水公司

“污水零直排”工程快马加鞭

本报讯（记者 陈周霄 通讯
员 周静）近日，宁波舜建集团下
属企业市第二自来水公司推出微信
公众号在线预审服务，力争实现群
众办事“最多跑一次”。

今年以来，宁波舜建集团有限
公司积极全面推进“最多跑一次”
改革，在优化服务、缩短时限、简
化流程等方面主动作为，在供水、
供气等民生领域大力实施“最多跑
一次”改革，使服务更加惠企便
民。

主动介入，做到“提前知、帮
忙跑”。宁波舜建集团借力“互联
网+”，在互联网上公布用水、用
气等民生服务办理流程，包括开
户、变更、销户等手续的办理流

程、办理资料、办事地点等。用户
可通过相关下属公司网站、浙江政
务服务网等进行查询，不必来回奔
波询问。用好现有的24小时服务
热线、安全宣传进社区等平台，方
便用户咨询。其中，针对公建工业
天然气用户实际需求，宁波舜建集
团下属市天然气公司贴心提供上门
服务，帮忙用户梳理审批材料、办
事注意事项等，将电话预约、先行
查勘、上门签约、网银付费等措施
付诸行动，以“工作人员跑”代替

“群众跑”。
优化服务，实现“有告知、有

引导”。在供水、供气营业大厅，
各单位制定《用户服务指南》，做
到服务流程及制度规范上墙，注意

事项告知到位，营业大厅窗口人员
挂牌上岗、亮明身份，推广文明礼
仪服务，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强化
窗口人员业务培训，做到咨询一次
说清、表格一次发清、材料一次收
清，并组织青年志愿者做好服务引
导工作。与此同时，宁波舜建集团
下属单位市天然气公司、市自来水
公司进驻市行政服务审批中心，开
设业务窗口，方便市民在办理二手
房过户的同时完成天然气过户、自
来水过户等手续，不必多跑。

借助平台，落实“网上办、快速
缴”。就用户缴费需求，宁波舜建集
团下属供水供气单位结合支付宝、
微信等平台提供查询缴费服务，方
便用户办事。其中，下属单位市自

来水公司、市第二自来水公司均推
出微信缴费功能，用户关注相应的
微信公众号后，即可享受查询费用、
分析用水、缴纳水费等功能。

其中，市第二自来水公司在微
信公众号推出“最多跑一次”板
块，面向姚西北地区用户提供系列
服务，包括用水人口变更、合表申
请、个人接水申请、企业接水申
请、水表销户等服务，用户提交相
关资料后，后台工作人员会及时反
馈预审批结果，并在预审批通过后
以电话形式通知，申请人可携带相
应资料直接到服务窗口办理手续，
避免了因资料填写不当或收集不足
引起的“来回跑”、“反复跑”、“多
趟跑”，提升服务质效。

服务前置 巧搭平台

舜建集团“最多跑一次”惠企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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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建集团“最多跑一次”惠企便民

本报讯（记者 陈周霄 通讯
员 李怿鼎）来自首创水务公司的
消息，近日，该公司的高锰酸钾粉
末活性炭投加装置及加药间整合改
造项目正式投用，惠及马渚水厂及
渚山水厂，为姚西北地区安全优质
供水提供保障。

据悉，所谓高锰酸钾粉末活性
炭投加装置及加药间整合改造项
目，即将马渚水厂、渚山水厂的加
药系统合二为一，升级成更为先
进、完备的多药剂投加系统。落实
到具体工艺中，一方面，在原有的
次氯酸钠、聚合氯化铝投加系统的

基础上，新增高锰酸钾、粉末活性
炭自动化投加装置，以及独立的
PAM投加装置；另一方面，科学
整合加药间内部格局，配套先进的
电气、自控和仪表系统。

项目实施过程中，自首创水务
公司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精心
部署方案、严格施工管理、狠抓工
程质量，全体工作人员克服施工重
难点，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加班加
点推进项目，确保安全供水、项目
实施“两不误”，使项目在今年供
水高峰前夕投入试运行，成效显
著。

首创水务

改进制水工艺确保优质供水

本报讯（记者 陈周霄 通讯
员 赵哲）近日，市天然气公司启
动了新一轮入户安检工作，为应对
秋冬季节的用气高峰做足准备。

我市现有高压管网 17.8 公
里、中低压管网764.9公里，居民
用户突破9万户。今年以来，针对
燃气行业发展实际，市天然气公司
不断加大安全生产监管力度，实施
精细化管理、提供优质化服务，多
维度系牢生产“安全带”，做到安
全生产警钟长鸣。

对在建燃气管道工程，市天然
气公司严把工程施工准入关，与施
工单位、监理单位签订责任书，定
期通报项目进度、检查项目情况，
强化工程质量管理。其中，就工程
围挡等工作，积极组织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和公司相关部门人员召开
专项推进会，实现围挡设置规范
化，做到文明施工。

今年，我市污水管网改造、老
小区雨污分流改造工程涉及8条道
路、18个老小区，考验着天然气

巡线监护质效。对此，市天然气公
司各工程开挖时间先后、影响大
小、重轻程度等综合因素，逐一罗
列需要监护的工程，安排落实监护
人员分组负责。合理利用各工程开
挖“时间差”，确保燃气管道附近
均有人员现场监护。此外，就巡线
中发现的管道沿线违法施工、违章
搭建等现象，市天然气公司进一步
完善处理方案，及时消除安全隐
患，实现燃气管网全方位监护。

围绕用户的用气安全需求，市

天然气公司不断优化安检服务。一
方面，增加安检人员、升级安检仪
器，完善安检员管理制度，结合春
节、“五一”等节假日，集中对宾馆、
饭店等人员密集的公建工业用户提
供安检服务。今年以来，已累计为
用户提供入户安检3.5万余次。另
一方面，积积打造智能入户安检系
统，高效整合GPS定位、入户时间
登记、安全隐患登记等大数据。目
前，智能入户安检系统已试运行半
年，计划于明年元旦正式投用。

管理精细化 服务全方位

市天然气公司系牢生产“安全带”

本报讯（记者 陈周霄 通讯
员 方宗标）来自市姚东自来水公
司的消息，该公司下属的姚东水厂
已于日前正式投用，水厂日均供水
达2.45万吨，供水区域内用户明
显感受到水质改善、水压提升，公
司供水服务将不断升级。

据悉，姚东水厂严格按照浙江
省现代化标准建设，是一座管理科
学、设施先进的水厂，原水取自我
市最优水源地之一的双溪口水库，

水厂建设规模日供水8万吨，分二
期建设。其中，一期建设投资达
1.56亿元，目前已正式投用。姚东
水厂配备了先进的在线监测仪表，
24小时在线监测原水、滤后水、
出厂水、管网末梢水等水样的关键
指标，包括浊度、余氯、PH 等内
容。水厂化验室配有各类先进仪表
和检测工具，能对自来水的44项水
质关键指标进行检测，使得出厂水
水质均达到国标，确保出厂水品质。

日均供水2.45万吨

姚东水厂正式投用

本报讯 （记者 陈周霄 通
讯员 周静） 近日，宁波舜建集
团开展正风肃纪监督自查自纠活
动，全面检查集团本部及下属各
公司的工作纪律、食堂公务接
待、公车私用、公款吃喝等情
况，助力打造“清廉舜建”。今年
以来，宁波舜建集团积极响应清
廉余姚建设号召，强化教育学
习、狠抓制度建设、深化监督执
纪，多举措打造“清廉舜建”，为
集团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教育促廉，丰富学习内涵。
一方面，宁波舜建集团结合“三
会一课”、“党员组织生活日”等
制度，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大力弘扬

“红船精神”，促进党员干部树牢

“四个意识”。加强法律法规及文
件精神学习，组织全体党员干部
及重点岗位员工集中学习建设清
廉余姚、开展“七抓七促”、典型
案例通报等相关文件。目前，集
团党委中心组、各党支部 （总
支） 已累计开展各类学习 60 余
次。此外，还广泛动员全体员工
关注“清廉余姚”微信公众号，
进行相关学习。另一方面，宁波
舜建集团丰富教育形式，组织党
员干部赴“四无粮仓”接受廉政
教育，并举办家风家训朗诵活
动、“学回信 悟初心 践使命”
主题征文、“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主题党课宣讲等活动，廉政
教育入脑入心。

制度固廉，强化作风建设。

宁波舜建集团以完善制度为抓
手，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比
如，完善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
请示报告、员工外出审批、员工
请假制度、资金竞争性存放、用
印管理、中层管理、招投标监督
管理、公车使用、工作人员操办
婚丧喜庆事宜的若干规定等制
度，确保权为公用；健全责任体
系，实施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
任”、党组织书记第一责任人、党
委副书记直接责任和监督责任
人、其他班子成员“一岗双责”
等责任体系，形成党委全面抓、
班子成员分管抓、部门协同抓、
党员全程参与的工作格局；加强
部门及下属公司作风管理，层层
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细化

内容、落实责任，提高党风廉政
建设质效；开展领导干部兼职清
理工作，对照文件精神明确排摸
范围，全面落实纠正清理工作。

监督助廉，加强源头防范。
宁波舜建集团注重内部监管，对
工程建设、物资采购、招投标等
重点领域，完善招投标管理监督
程序，对集团内部50万元以内招
投标进行全面监督；强化企业

“三重一大”决策制约监督，有机
结合党风廉政建设与企业管理，
将监督制度嵌入企业管理制度；
实施明察暗访，重点关注中央八
项规定执行、员工劳动纪律、车
辆使用等情况，并对外出培训学
习考察开展专项检查自查，筑牢
廉政“防火墙”。

重宣教 强制度 促监督

“清廉舜建”建设正当时
重宣教 强制度 促监督

“清廉舜建”建设正当时

廉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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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宁波舜建集团有限公司
举办党风廉政教育专题党课，邀请
市纪委常委、监委委员丁素兰授
课。集团公司本部全体员工、所属
各单位中层及以上领导干部、工程
财务岗位员工参加，接受廉政教
育，共营浓厚的干事创业氛围。

通讯员 吴央儿摄

近日，宁波舜建集团组织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总经理褚校军，党委副书记胡益蓉带队赴各下属单位，进一步落实
基层安全管理长效机制、强化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高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能力。 通讯员 周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