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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周霄 通讯
员 赵哲）这几天，市天然气公司
正抓紧实施名仕花园3号楼、4号
楼燃气安全专项整改工作，力争切
实消除相关安全隐患，确保供气安
全。

今年以来，市天然气公司紧扣
打造“民生工程、安全工程、绿色
工程、温暖工程”理念，结合“最
多跑一次”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等
专项工作，以完善基建、升级服务
为抓手，多举并措保供气安全，让
绿色能源走进姚城千家万户。

一方面，市天然气公司加大燃
气管网建设力度，逐步扩大供气范
围，提高供气能力。比如，围绕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求，多方
合作成立余姚申燃能源有限公司、

宁波喜威清洁能源有限公司两家合
资公司，进一步保障全市用气需
求；在完善九垒山门站、邵巷调压
站的基础上，新增两处应急备用气
源站，即与华气公司合作建设的中
意宁波生态园临时应急气化站、与
余姚申燃公司合作的黄家埠临时应
急气化站，进一步提高保供气能
力。目前，我市天然气通气区域已
覆盖城区四街道，以及低塘街道、
朗霞街道、小曹娥镇 （含滨海新
城）、陆埠镇等乡镇（街道），累计
气化户数达14万户、通气点火数
近10万户。

另一方面，市天然气公司紧抓
安全生产不松懈，常态化开展安全
检查、专项隐患治理、安全学习教
育等工作，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比

如，将安全教育纳入公司安全考核
细则，形成长效内训学习机制，每
月定期开展安全生产学习教育，提
高全体职工安全防范意识；加强外
部安全宣传，做到广播上有声、电
视上有影、报纸上有字，常态化宣
传天然气用气注意事项，并结合

“安全宣传进校园”、燃气宣传大课
堂等平台开展燃气安全宣传，分批
次组织公建、工业用户进行安全用
气培训，着力提升用户安全用水意
识；落实隐患排查整改、管网巡
线、监护等工作，今年已累计巡线
38万公里，管网查漏 912 公里，
阀门井维护维修836次，调压柜
（箱）维护维修860次，并做好管
道标志钉、标志牌、标志桩、阀井
的修复及更新砌筑工作；及时做好

安检、抢修服务，今年已完成入户
安检3.4 万户，出警抢修超1500
次，提供便民服务700余次。

此外，市天然气公司深入推进
“最多跑一次”改革，出台系列惠
企便民举措，针对非居民用户，与
市自来水公司共同起草《关于进一
步优化用水、用气报装营商环境的
实施意见》，重新梳理用户报装流
程，合并办理事项。针对居民用
户，派员进驻市行政审批中心，方
便市民在二手房过户时同步办理天
然气过户手续。

目前，市天然气公司已将居民
用户业务相关内容上传至浙江政务
服务网权力事项库，积极开拓在线
业务办理途径，进一步提高服务质
效。

完善基建 升级服务

市天然气公司多措并举保供气安全

本报讯（记者 陈周霄 通讯
员 景光明）举办“初心之旅”主
题党日、开辟“初心讲堂”专栏、
开展“我与国旗合个影”活动、举
办“同心共筑中国梦”主题演出
……这几天，宁波舜建集团党委

“六个一”学习教育系列活动火热
进行中，为“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增添亮色。

9月以来，宁波舜建集团党委
积极响应我市“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号召，第一时间成立
主题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制定
切实可行的工作实施意见，安排集
团党委委员分赴各联系单位党组织
督促指导，拉高标杆、统筹推进，
力争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
题、整改落实等各项措施有机融
合、贯穿始终，“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如火如荼。

9月 12日，宁波舜建集团党
委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动员部署会。会议紧扣“守
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
总要求，要求全体党员立即行动起
来，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
觉、行动自觉，高标准高质量开展
好主题教育。

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宁波舜建
集团党委坚持把学习教育贯穿始
终，持续在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下功
夫。

一方面，宁波舜建集团党委聚
焦主题主线，制定党委学习计划，
使党委中心组学习、党组织夜学、
党员“百日百篇”学习计划详实可

行。集团党委班子成员及党支部
（总支）成员通过领学、自学、议
学、考学等形式开展夜学，带领全
体党员共同学习。其中，重点学习
《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重要论述选编》《中国共产党
党内重要法规汇编》《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之江新语》《读懂“八
八战略”》《2019年党员学习参
考》等书籍，同步提高读书笔记质
效。利用“学习强国”在线学习平
台，通过学习报表积分赛、统计跟
踪参与率等举措，引导党员干部及
时了解党内重点、热点理论知识，
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在工作中学
以致用，让学习成为常态。

在此基础上，宁波舜建集团党
委面向200多名党员、非党领导干
部、重要风险岗位员工作《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做“五个过硬”的
党员干部》 专题党课、《心中有
戒、行不逾矩——书写清廉人生》
主题讲座等。

另一方面，宁波舜建集团党委
扎实开展“六个一”学习教育。比
如，开展“初心之旅”主题党日活
动，以各党组织为单位，分批组织
党员赴梁弄镇参观革命烈士事迹陈
列馆、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参观
横坎头村委、浙东抗日根据地旧
址，接受现场革命传统教育；开辟

“初心讲堂”专栏，结合集团工会
“星期五大讲堂”品牌活动，引导
党员干部谈初心和使命，开展党
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形势
政策的知识竞赛；宣传一批守初
心、担使命的先进典型，展示在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两区三
城”建设、抗台救灾及主题教育中
涌现出来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营造
向典型学习、向标杆靠拢的良好氛
围；开展“我与国旗合个影”活
动，引导全体干部职工热爱国旗、
热爱祖国，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举办“同心共筑中
国梦”主题演出，用歌声表达对祖
国的热爱之情，齐心唱响新时代新
担当新作为的最强音。

聚焦问题症结，宁波舜建集团
党委坚持把调查研究贯穿始终，持
续在找准问题症结和改进工作方法
上下功夫。

其中，聚焦转型升级、项目建
设、优化服务、提质提效等中心工
作，宁波舜建集团党委紧抓“走
亲、解忧、问效到一线”活动契
机，排定一批符合工作实际的调研
课题，由集团党委班子成员分别领
衔，带着问题深入基层工作一线开
展调研，把情况摸清楚、把症结分
析透，研究提出解决问题、改进工
作的办法措施。

目前，宁波舜建集团党委班子
成员根据分管工作情况已确定关于

“推进市场化转型”“保障城市天然
气供气”“探索创新城市开发建设
模式”“降低城区自来水产销差
率”“凤山街道东郊工业园区至千
人计划产业园天然气管道工程”

“再生水利用的现状、问题和策
略”等6个方面的调研课题。

与此同时，宁波舜建集团党委
坚持把检视问题和整改落实贯穿始
终，持续在深刻检视剖析和找差距

补短板上下功夫。比如，注重与各
项民生重点工作有机结合，对标对
表系统梳理集团在供水、供气、排
水、“智能停车”、“最多跑一次”、

“三服务”等民生领域的11个突出
问题，建立问题清单，针对性提出
下步整改措施或建议、跟踪督促落
实整改，提升服务保障能力；加强
重点领域风险防控，对集团及下属
企业中层及以上人员、其他重要岗
位工作人员全面开展新一轮岗位廉
政风险排查；继续深入开展集团党
建巡查，摸底把脉基层党组织党建
工作，明确问题主体、提出指导意
见，促整改落实到位。

下步，宁波舜建集团党委将结
合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活
动，继续组织好、开展好、落实好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进一步激励全体党员干部和职
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进一步树
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落实“两个维护”，团结带领
全体“舜建人”走好新时代国有企
业的发展之路，为建设“美丽余
姚”贡献力量。

下图：日前，宁波舜建集团党
委开展专题党课活动，集团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褚校军作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做“五个
过硬”的党员干部》主题讲课，结
合工作生活，号召集团全体党员争
做“信念过硬”“政治过硬”“责任
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的
共产党人。

通讯员 黄珊摄

拉高标杆 统筹推进

宁波舜建集团“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如火如荼

本报讯（记者 陈周霄 通讯
员 劳梦迪）近日，市排水公司顺
利完成新一轮“排水开放日”主题
活动，带领我市千余名青少年及家
长共赴污水净化之旅。

据悉，市排水公司“排水开放
日”主题活动已连续举行4年。本
轮活动是市排水公司联合市志愿服
务中心共同打造的，属于全市“缤
纷暑假、志愿一夏”暑期公益活动
的子活动，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开设
环保排水体验课，传播节水理念、
体验科学魅力。

本次活动中，市排水公司系统
展示我市污水收集及输送远程控制

系统、重点排污企业的水质在线检
测平台、水质化验室运作情况等；
为丰富活动内容，市排水公司自制
视频短片《污水的净化之旅》，直
观介绍污水收集、输送、再生利用
全过程；增设环保酵素制作、“垃
圾分类”等环节，普及相关环保知
识。

下步，市排水公司将进一步完
善、丰富“排水开放日”主题活动
内涵，动员更多市民朋友从点滴做
起、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以实际行
动争当生态文明节水、护水、惜水
的支持者、参与者和宣传者，共建
和谐水环境。

“排水开放日”：

走近污水净化之旅

本报讯（记者 陈周霄 通讯
员 朱枫）这段时间，市姚东自来
水公司正抓紧实施姚东五镇镇级管
网及“一户一表”改造工程，助力
提升姚东片区自来水供应质效。

姚东五镇镇级管网及一户一表
改造工程共分为三期，主要覆盖三
七市镇、丈亭镇、大隐镇、陆埠
镇、河姆渡镇。其中，一期工程投
资8732万元，分22个子项，目前
完成总体进度70%，预计今年年
底完工；二期工程立项投资1.2亿
元，工程建设管网长56千米，户
表改造涉及三七市镇、丈亭镇、大
隐镇、陆埠镇等万余户住户，于今
年年初完成立项申请，力争今年年
底完成全部工程招标并进场施工；
三期工程立项投资9000万元，主
要建设内容包括二次供水（管网）
改造工程、一户一表改造工程两个

部分，二次供水改造工程受益户数
将达3100户，一户一表改造工程
受益户数将达7820户。

据悉，二期工程是整个户表工
程的关键，工程内容包括户表改造
工程、镇级管网工程。其中，户表
改造工程中的 22 个子项目已开
工；镇级管网工程于8月完成初步
设计会审，部分子项目进入招标准
备阶段。户表工程完成后，姚东地
区将实现水表到户，实现公司的服
务延伸至终端用户。

目前，在加快施工进度的基础
上，市姚东自来水公司以强化管网
巡线管理、水质管理等措施，逐步
改善姚东地区供水现状，大大提高
姚东五镇管网供水能力和供水水
质，力争在姚东建立高度统一、有
机协调的供水体系，让用户用上安
全水、放心水。

市姚东自来水公司：

稳步推进姚东五镇
镇级管网及一户一表改造

市姚东自来水公市姚东自来水公
司工程人员正抓紧姚司工程人员正抓紧姚
东五镇镇级管网施工东五镇镇级管网施工
作业作业。。

通讯员通讯员 朱枫摄朱枫摄

市排水公司举行市排水公司举行““排水开放日排水开放日””
活动活动，，东江小学一年级学生在参与污东江小学一年级学生在参与污
水收集处理日常知识趣味互动水收集处理日常知识趣味互动。。

通讯员通讯员 励夏微摄励夏微摄

9月25日，我市中心城区11个智能停车场试运营，包括中心城区5个
公园、6个桥下停车场，分别为巍星路绿地公园、玉皇山公园、舜北公
园、兰墅公园、姚江公园，以及最良桥南侧及北侧、新西门桥南侧及北
侧、兰墅大桥东侧、开丰桥南侧的空间停车场，共计645个车位。试运营
期间，这11个停车场免费停放，并将于10月中下旬正式收费运营。

图为试运营中的舜北公园停车场。 通讯员 施莉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