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6月27日
责任编辑：沈凌达 6

舜建集团民生服务类热线电话舜建集团民生服务类热线电话：：城区自来水热线城区自来水热线：：6270444462704444 姚西北地区自来水热线姚西北地区自来水热线：：6244444462444444 姚东地区自来水热线姚东地区自来水热线：：6222644462226444 排水热线排水热线：：2270848422708484 天然气抢修热线天然气抢修热线：：6267811062678110

本报讯（记者 陈周霄 通讯
员 周静）近日，宁波舜建集团举
行农村饮用水达标提标工程建设指
挥部首次会议。会议明确了农村饮
用水达标提标工程具体内容、职责
分工等，并详尽部署相关工作。标
志着我市农村饮用水达标提标行动
全面启动。

农村饮用水安全事关民生福
祉。今年以来，宁波舜建集团积极
贯彻落实全市“农村饮用水达标提

标行动”部署，强化问题导向、全
力寻求途径，力争破解我市农民饮
用水发展瓶颈。

根据工作实际，我市农村饮用
水达标提标工程将分两年实施，主
要实施联网扩面、以大带小、规范
提升等三大工程。具体包括实施姚
东水厂设备提升、户表改造及管网
延伸等工程，兼并姚东片村级供水
站15座；实施梁弄镇自来水厂新
建工程，兼并梁弄镇村级供水站5

座；实施全市176座村级供水站全
面提升改造工程。项目预计总投资
3.41亿元。

今年，宁波舜建集团将重点实
施供水站提标改造、梁弄镇自来水
厂新建工程等。

一方面，宁波舜建集团将对我
市11个乡镇（街道）共97座供水
站进行提标改造，项目预计投资
2180 万元，目前已完成初步设
计，并委托各乡镇（街道）进行工

程施工，计划今年年底前完工。另
一方面，宁波舜建集团将新建梁弄
镇自来水厂，项目预计投资5500
万元。目前，该项目的管道工程已
完成监理招标，净水厂部分初步设
计文本报批稿已报审查，开工前相
关准备工作有序进行中。

下步，宁波舜建集团将紧盯
“水量有保障、水质有保证”目标，拉
高标杆高效推进相关工程，力促我
市城乡供水整体水平新提升。

我市农村饮用水达标提标行动全面启动

本报讯（记者 陈周霄 通讯
员 周静）近日，宁波舜建集团举
行安全生产档案整理业务技能比武
活动，强化干部职工安全生产意
识，提升安全生产水平。

今年6月是全国第18个“安
全生产月”，主题为“防风险、除
隐患、遏事故”。一个多月来，宁
波舜建集团紧扣“安全生产月”

“安全生产万里行”活动要求，紧
扣安全生产工作实施教育宣传、专
项演练、隐患排查等系列活动，牢
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落实安全生
产责任，促安全生产落实处、出实
效。

结合行业特色，宁波舜建集团
扎实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比如，
针对部分安全生产重大隐患、突出
问题，集团实施安全生产重点工作
督查，逐项制定整改措施，“点对
点”破解难题；集团下属单位根据
自身实际开展大范围安全自查，累
计整改相关安全隐患50余处；在
下属单位自查自纠的基础上，集团
及时跟进“回头看”，包括水厂、
泵站、天然气站、在建工程等，促
整改落实处。

紧扣安全生产主题，宁波舜建

集团举办系列宣教活动，促安全生
产理念深入人心。比如，结合“星
期五大讲堂”品牌活动，邀请市应
急管理局专家做“建健工作台账，
规范文档格式，推进企业安全生产
档案管理”主题讲座；组织各下属
单位职工集中观看《有限空间作业

安全知识宣教片》《生产安全事故
典型案例盘点》《危险化学品安全
知识宣教片》等主题片警示教育
片，强化安全生产“红线”意识、
增强法治观念；继续深入开展“安
康杯”等具有行业领域特色的传统
活动，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合理化建

议“金点子”评选活动，激励广大
职工围绕企业安全生产提合理化建
议，为企业安全发展群策群力、献计
献策，使事故隐患得到有效治理。

在此基础上，宁波舜建集团开
展线上线下“双线”宣传。一方
面，在各下属单位、营业大厅、水
厂、气站、泵站、施工场地等醒目
位置悬挂安全宣传横幅，利用电子
显示屏滚动播放安全警示标语，通
过手机短信平台、QQ群、微信、
微博等多种渠道发送安全提示、宣
传标语，深化安全生产主题。另一
方面，各下属供水、供气单位结合
宣传进社区、进校园等活动，广泛
宣传政策法规、应急救援、入户安
检等知识。

此外，宁波舜建集团开展多形
式应急演练。比如，实施行业特色
安全演练，包括移动泵站防汛抢险
实战演练、次氯酸钠泄漏应急演
练、爆管抢修事故应急演练、下井
作业安全演练、移动泵站应急供电
演练等；面向全体员工实施安全演
练，包括食物中毒应急预案演练、
反恐防控应急演练、消防安全演
练、火灾应急逃生演练等，提升安
全事故应急处理能力。

落实处 出实效

舜建集团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

本报讯（记者 陈周霄 通讯
员 周静）近日，宁波舜建集团召
开“警示教育月”专题会议，全体
与会人员以案为鉴、接受廉政谈
话，敲响廉洁警钟。

5月以来，宁波舜建集团积极
响应全市“警示教育月”工作部
署，以强化要素保障、丰富活动形
式、营造宣教氛围等工作为抓手，
奏响廉政警示教育主旋律，锻造

“清廉舜建”。
结合工作实际，宁波舜建集团

党委制订了警示教育实施方案，并
召开专题会议，细化内容、落实责
任。各下属党支部、党总支结合

“主题党日”等载体开展廉政谈
话，以集体谈话与个别谈话相结合
等形式，督促支部党员查问题、找
不足、剖原因、定措施，强化政治
纪律意识，让党员干部时刻不忘入
党初心、牢记肩上使命，始终慎
权、慎微、慎言、慎行，将作风建
设引向深入。

在此基础上，宁波舜建集团积
极开展“七个一”系列活动，引导
干部党员看齐高线、坚守底线，争
做不忘初心的“坚定党员”、清正
廉洁的“规矩干部”。

比如，开展警示教育参观活
动，40余名干部党员赴宁波长山
清风馆，以视觉、听觉、触觉等方
式，警醒干部党员以史为鉴，接受
心灵洗礼；开展清廉文化创建，通
过“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建设文明
和谐家庭”主题活动，征集、分享
好家风好家训微故事，引导全体员
工传承好家风、践行好家训，将

“廉内助”警示教育付诸行动；开
展主题教育学习，集团党委及下属
各党支部、党总支先后召开警示教
育大会，观看《以案为鉴 警钟长
鸣》专题教育片，280余名党员干

部及入党积极分子集体学习《党员
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案例警示录》，
以引人警醒的案例、触目惊心的数
字、椎心泣血的忏悔警醒干部党员
知敬畏、明法纪、守底线；积极响
应市纪委“益起廉”微考学和“清
风吟”交流分享活动，组织集团全
体党员及非党领导干部进行线上考
试，鼓励领导干部带头参加“清风
吟”交流分享活动，组织224名党
员干部及入党积极分子参观“竹引

清风”主题画展，组织24名新发
展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参加上级组
织的专题培训和专题测试，促廉洁
教育入脑入心。

此外，宁波舜建集团利用线
上线下平台，营造多层次、全方位
的警示教育氛围。其中，集团党委
印发廉政公益广告50份，下发至
集团各基层党组织进行张贴；用好
集团微信、微博等线上平台，推出
廉政公益广告系列展播，营造浓厚

的“清廉舜建”建设氛围，筑牢拒
腐防变的思想防线。与此同时，各
基层党支部、党总支还结合自身实
际，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清廉创建
活动，共同营造“清廉余姚·你我
同行”的良好氛围。

下步，宁波舜建集团将继续推
出“警示教育月”相关活动，包括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等，持续深化建设“清廉舜建”，
为集团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结合工作实际 集中学习培训

“清廉舜建”奏响廉政警示教育主旋律

本报讯（记者 陈周霄 通讯
员 周静）近日，宁波舜建集团下
属制水企业对各水厂设施设备实施
新一轮全面养护，对配电房、加药
间、净水构筑物等重点部位开展隐
患排查，全力备战夏季供水高峰。

入夏以来，宁波舜建集团下属
企业市自来水公司、市第二自来水
公司、市姚东自来水公司、余姚首创
水务公司等及早部署、积极行动，以
生产、服务、应急保障等环节为切入
点，提升我市供水服务质效。

比如，在制水设备保养检查的
基础上，各制水供水企业严把制水
关、药剂关、消毒关和质量检验
关。其中，对城区供水管网进行系
统性冲洗，涉及管网1041公里；
对姚西北地区9个乡镇供水主管进
行冲洗，涉及主干管网约120公
里；对水库实施水源调查，强化原
水水质分析比较，关注藻类数量增

长趋势，动态管理出厂水、管网水
水质。

针对市民用水习惯，各制水供
水企业科学制定夏季高峰供水管网
压力时段表，合理调度水量，做好
供水峰谷调控；加强管线巡查力
度，特别是对管道附近施工区域提
高巡查频次，保障供水管网正常运
行；水务热线24小时畅通，及时
为市民提供服务；结合用水宣传进
社区活动，解答市民的用水疑难，
科普节水知识。

此外，各制水供水企业结合
“安全生产月”，开展爆管抢修、水
质突变事件的应急演练，检验各岗
位的快速反应能力；对抢修车辆、
发电机、抽水泵等抢修设备进行检
修，确保设备运行正常；开展供水
安全培训和停送电倒闸培训，提高
操作水平，保证市电中断后的及时
供电，全力确保供水安全。

备战夏季供水高峰

我市制水供水企业在行动

本报讯（记者 陈周霄 通讯
员 周雯雯）近日，宁波阳明拍卖
有限公司顺利完成锦湖华庭25处
商铺拍卖工作，总成交价1499万
元、溢价率34.85%。

宁波阳明拍卖有限公司是宁波
舜建集团下属单位。今年以来，阳
明拍卖公司坚持线上线下“两手
抓”，强化与机关企事业单位、乡
镇村集体以及其他社会各界的良好
合作，有序推进房地产、机动车
辆、租赁权、承包权、破产企业清
算，以及执法机构查封、扣押的罚
没物资等财产物资的拍卖项目，力
促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一方面，阳明拍卖公司严把拍
卖质效关，特别是拍前项目交流、制

作拍卖文件、手续申报、宣传公示、
标的踏勘看样、收缴保证金、报名登
记、组织拍卖会、价款结算、标的交
付等环节，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
正、诚实信用”行业原则，提供优质
高效服务。另一方面，阳明拍卖公
司借力“互联网+”，对现有公司网
站、网络拍卖平台、微信公众号等互
联网媒介实施深度整合，进一步优
化资源，提高公众参与度和交易效
率，确保拍卖当事人合法权益，为拍
卖工作增速提效。

数据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
阳明拍卖公司共组织各类拍卖会
35场次，成交拍卖标的81件，标
的总成交额达7000余万元，公司
业务实现“半年红”。

线上线下齐发力
阳明拍卖新发展

近日，宁波舜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组织开展廉政警示教育活动，集团公司党政班子成员、国资委派财务总
监、集团下属各支部（总支）书记、集团本部全体党员及各单位非党领导干部等赴宁波长山清风馆，参观通史寻
廉、博识鉴廉、自净铭廉、固本铸廉等10个展厅，聆听讲解、模拟体验、互动参与，以案为鉴敲响廉洁警钟。

通讯员 周静摄

本报讯（记者 陈周霄 通
讯员 景光明） 巡查道路积水、
适时启用排涝站、及时疏通积水
点……这几天，我市降雨量增
多，市排水公司及时启动防汛应
急响应，有序开展防汛排涝工作。

今年以来，市排水公司牢固
树立“防大汛、抗大灾”意识，
早行动、早部署，积极部署落实
各项防汛准备工作。

比如，修订完善防汛排涝应
急预案、各类应急处置流程，开
展防汛设备设施、应急物资汛前
专项隐患排查，补足应急物资储
备；举行移动泵车道路积水抢
险、移动发电车应急供电等演
练，对移动泵车、移动发电车、
发电机组、凸轮泵车、疏通车等
移动防汛装备，以及29座雨水排
涝泵站加大养护力度；协助做好
北兰江路生态气囊支撑坝日常维
护管理，切实提升防汛队伍应急

响应能力。
与此同时，市排水公司配合

相关部门升级改造16座雨水泵站
机械电气设备，实施9座立交泵站
泵池、雨箅、集水井、出水渠清
淤，改造城区南河沿路与三官堂
路交叉口西南角、新建北路高铁
桥下东侧非机动车道、舜水南路
余姚宾馆北侧等16处易积水点，
清掏城区四街道市政道路约77公
里雨箅连管及局部雨水箅中的垃
圾，系统保养三江六岸百余只河
道拍门系统，进一步提升防汛排
涝能力。

随着我市入梅，降雨量明显
增多。对此，市排水公司严格落
实24小时防汛值班备班，及时派
遣积水巡查小组和疏通班组开展
道路积水巡查，适时开启排涝泵
站排水，发送市政道路积水信
息、防汛工作动态等，全力确保
城区安全度汛。

市排水公司有序开展
防汛排涝工作

6月中旬，市第二自来水公司开展夏季供水高峰水质专项检测，保供
水安全。 通讯员 李梁摄

6月25日，市天然气公司在九垒山门站进行管线设备巡检。
通讯员 刘琼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