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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1日，马渚镇渚北村省道发生DN600供水主管道爆裂，市第二
自来水有限公司应急抢修队立即赶赴现场，历时24小时顺利完成抢修作
业，恢复正常供水。 通讯员 管荧荧摄

抢修保供水

今年以来，宁波舜建集团聚焦
“智慧停车”建设，精准发力，增
加停车位供给，提升管理质效，计
划全年实现中心城区 39 个路段的
道路停车泊位全面收费管理。截至
目前，已累计 3 个批次、30 个路
段、1307 个道路公共停车泊位收
费运营，第4批次9个路段的道路
停车泊位将于12月28日起正式收
费运营。图为南滨江路 （舜水路-
西石山路） 上的智慧道路停车泊
位。 通讯员 马骋野摄

“智慧停车”
顺利推进

本报讯（记者 陈周霄 通讯
员 黄珊）近日，宁波舜建集团开
展2020年度城区水表周检工作，
累计更换水表1.75万只、投入资
金约210万元，确保冬季供水安
全。入冬以来，宁波舜建集团强化
早部署、早行动，坚持制水、供
水、排水“三位一体”，筑牢冬季
用水安全“防护网”。

注重水质跟踪，细化监测检
测。为防止原水受气温下降影响出
现的低温低浊，宁波舜建集团密切
关注气象信息，进一步加强原水监
测和管网水水质检测力度，及时、
准确掌握水质数据，适时调整净水
药剂和消毒剂投加量，强化水处理

工艺环节生产监管，完成城区下半
年度自来水管网冲洗和姚西北地区
总管冲洗工作，共计冲洗管线约
181公里，耗水量5.1万余吨，确
保出厂水水质和管网水水质达标。

注重保暖防冻，优化设备设
施。宁波舜建集团注重预防严寒低
温引起的水表冻碎、水管结冰等情
况，全面排查水表、外表箱、楼道内
表箱等设施，及时补充表箱内保温
棉，对裸露水表进行填沙或补沙覆
盖，对破损的表箱和水表进行维修
更换，对室外阀门管道、液位仪、压
力表等易冻坏部位加固包裹防护。
目前，已完成水表保暖4800余只。

注重隐患排查，强化巡查巡

检。宁波舜建集团及下属各制供排
水公司全方位开展冬季安全生产隐
患排查整治，重点查找管网漏点、
易冰冻管线、阀门松弛和管线附近
违章建筑，落实查漏维修和违章整
改等；尤其对管辖的300多公里污
水输送主干管线及标志桩、排气阀
进行详细检查，保证管线安全。此
外，加强在建工地安全管理，以防
滑防冻为重点，加固防护棚、防护
栏杆等安全设施，加强装载机械、
临时供用电等管理，在施工现场设
置醒目警示牌、警示标语，确保冬
季施工安全和疫情防控。

注重抢险准备，深化应急保
障。针对可能来临的冰冻雨雪天

气，宁波舜建集团进一步完善《雨
雪冰冻天气应急预案》，提高预案
可行性；对各类设备提前调试运
行、添加防冻液、保养维护，保证
低温天气可正常运行；落实应急救
援队伍、管道抢修队伍及应急物资
储备等工作，确保关键时刻出警及
时、人员到位、抢修迅速，高效应
对各类突发事件。

与此同时，宁波舜建集团下属
各公司积极做好冬季自来水水管、
水表防冻宣传工作，加强上门听漏
等便民服务，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
度，确保热线24小时在线，随时
为用户提供咨询服务，确保供排水
服务及时到位。

早部署 早行动

宁波舜建集团筑牢冬季用水安全“防护网”

■本报记者 陈周霄
通 讯 员 魏 芊

近日，宁波舜建集团加强冬季
安全专项检查，督促各下属公司结
合自身实际开展各项安全隐患排查
整改，重点针对胜山西路一带餐饮
集聚区的工商业燃气用户进行拉网
式安全检查，对超使用年限的非居
民生活用水水表进行更换，同步对
办公区域消防安全开展专项检查和
宣传教育，消除潜在隐患。

今年以来，宁波舜建集团紧扣
市委、市政府“改革创新年、执行
落实年”工作要求，聚焦“两区三城”
建设目标，以加快市场化转型、强
化要素保障、推进项目建设、完善
综合保障等工作为抓手，统筹推进
各项工作，迈上发展新台阶。

市场转型促升级
今年以来，宁波舜建集团做强

做优主业，做好民生服务保障，加
快自来水、天然气、污水等管线运
营建设，营造新的增长点。其中，
景邑停车产业公司积极整合停车资
源、改造中心城区4694个智能停
车位、分批推进道路停车泊位收费
运营，智邦市政公司积极实施集团
下属公司工程项目代建和主材集中
采供业务。

在此基础上，宁波舜建集团以

混合所有制改革为切入点，实施一
批重点项目。

其中，开投蓝城公司“阳明古
镇”项目有序推进，府前路休闲街
于10月31日开街，府前路其他区
块计划 12 月底达到竣工验收条
件；老余姚中学地块（明庐）项目
销售签约金额达11.98亿元；武胜
门文化街区启动征收；山后新村地
块于10月28日摘地，拟置入“姚
江书院”。

能源板块合资公司发挥优势做
大营收，其中，申燃公司实施昊阳气
化站建设、年度售气量达 1.74 亿
方，至年底预计销售收入超3亿元，
华通能源公司已拟签订框架协议、
喜威公司启动气化站设计方案编
制、集团出资参股一再生金公司已
正常运营、景胜物业公司有序运营。

此外，宁波舜建集团加快科技
信息板块落地，积极参与余姚公共
信息服务运营有限公司、数字余姚
技术运营公司 （暂名）等筹建运
营，加快与13家注入性企业融合
发展，进一步做大营收、做大资产
规模。

要素保障谋发展
今年以来，宁波舜建集团深度

整合优质资源，进一步强化土地、
资产、投融资等要素保障，助力建
设品质城市。

土地、资产方面，宁波舜建集
团加大存量处置力度，今年累计出
让土地215.47亩，涉及“西南组
团”、南雷南路两侧等地块，通过
公开拍卖、定向销售、拆迁安置等
方式，处置存量房屋318套。与此
同时，推进重大招商项目，会同市
资规局完成黄山公园周边地块、永
丰村地块城市设计，确定黄山公园
周边地块由西向东分三期实施，并
已启动一期征迁工作；南雷南路两
侧地块（绿地科创中心）剩余土地
进入出让准备阶段。

投融资方面，宁波舜建集团利
用主营收入、主营利润双增长及负
债率下降的良好契机，积极争取期
限长、成本低的贷款，三年及以上
中长期融资额占比95%，优化融
资结构。今年累计发行小公募5亿
元，创全国区县级AA+平台同品
种公司债发行利率历史新低；获批
15年期左右项目贷款11.52亿元，
成功发行国家第三批政府专项债
1.05亿元；直接融资占融资总额
50%；提升信用等级。

今年，宁波舜建集团获AA+
级企业主体信用等级双评级，成为
宁波市首家拥有两家主体信用等级
AA+双评级企业的国有集团公司。

项目建设抓提升
今年，宁波舜建集团累计实施

44个政府投资项目，超额完成投
资，各项工程建设稳步有序推进。

其中，马渚（渚山）水厂滤池
扩建工程竣工投入试运行；余姚天
然气保障工程，一期工程 （LNG
气源站）开工建设，二期工程（高
中压管线工程）完成选址意见；姚
东五镇镇级管网及户表改造工程，
一期施工项目全部完成，二期、三
期有序推进；农村饮用水达标提标
行动完成清盘验收，同步加快推进
市级统管工作；持续推进二次供水
改造工程、东环北路DN1200给水
管安装工程、梁弄镇自来水厂新建
工程等工程建设；做好污水整治、
市政道路建设、市域水环境治理
PPP等重点项目前期、建设、资金
保障等工作。

此外，宁波舜建集团主动服务
复工复产，2月以来下调企业用户
用水用气价格，累计减免水费
1679万元、气费2030万元；加大
安全生产力度，完善安全生产管理
体系，强化安全生产日常监管，围
绕关键节点和重要部位定期开展安
全生产大检查，督促做好隐患整
改，并经常性开展应急预案演练，
提高突发事件应对能力；紧抓民生
保障不放松，今年已累计供水
9761万吨、供气6733万方、污水
收集 7178 万吨，确保供水、供
气、排水、排污等正常、安全。

促升级 谋发展 抓提升

宁波舜建集团迈上发展新台阶

本报讯（记者 陈周霄 通讯
员 黄珊）近日，我市农村饮用水
达标提标行动完成清盘验收，标志
着农村饮用水达标提标行动取得阶
段性成果。

农村饮用水达标提标行动是我
市打好高质量发展组合拳的重要举
措之一。今年以来，宁波舜建集团
紧扣全市农村饮用水达标提标行动
工作部署，坚持问题导向、寻求多
方协作、力破发展瓶颈，实施项目
建设及市级统管（负责制水、水质
化验及检测、净化及消毒设备维修
养护等），建成以城市大管网为
主、乡镇局域网为辅、村级供水站
为补充的三级供水管网，打造农村
饮用水建设道路“余姚样板”。

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宁波舜建
集团着力联网扩面、以小带大、规范
提升，加快推进工程建设。一方面，
以延伸供水管网、扩大供水规模为
重点，实施姚东水厂户表改造及管
网延伸工程、梁弄镇自来水厂新建
工程等，撤并姚东片区村级供水站

15座、梁弄镇村级供水站5座，力
争12月底前实现全面通水。另一
方面，以标准化创建为抓手，提升水
源，完善过滤、消毒设施联动改造和
设备现代化升级，完成全市173座
村级供水站提升改造，实现村级供
水站标准化管理全覆盖。

此外，宁波舜建集团作为我市
村级供水站市级统管机构，积极与
相关单位沟通协作，学习其他县市
优秀做法和经验，组织开展实地调
查，结合我市实际，编制拟定市级
统管实施方案，对已验收合格并达
标的水站接收管理，加快落实市级
统管步伐。

下步，宁波舜建集团将牢固树
立“建好更要管好”的理念，负责
好全市村级供水站的制水（包括泵
站、净化、消毒等）、水质化验检
测、净化及消毒设备维修养护等技
术含量较高的工作，紧盯水质保
障，建立长效管护机制，提升供水
站现代化水平，逐步实现城乡供水
同质、同标、同服务。

联网扩面 以小带大 规范提升

宁波舜建集团建管并重
助力农村饮用水达标提标

本报讯（记者 陈周霄 通讯
员 董颖超）近日，宁波舜建集团
掀起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热潮，通过组织开展“学习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 奋进新时代”主题宣
讲比赛，号召年轻党员深入领会十
九届五中全会和浙江精神的深刻内
涵，脚踏实地、实干担当，展现不忘
初心、奋勇向前的新时代党员风采。

今年以来，宁波舜建集团始终
坚持提升党建引领高度，发挥党组
织的把方向、强引领作用，在抢抓
机遇中乘势而上，在攻坚克难中砥
砺前行，在从严治党中凝心聚力，
团结带领广大干部职工紧盯目标、
努力拼搏，确保2020年收好官、
明年起好步。

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宁波
舜建集团充分发挥党委中心组集体
学习的带动作用，利用“周二夜
学”、“三会一课”、观看视频等集
中学习形式，把学习聚焦到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
形成党委带动、上下联动、有机互
动的学习氛围；打造“舜建铁军”
宣讲团并设立宣讲工作领导小组，
组织开展“争当重要窗口国企模范
生”征文活动、“不负韶华，攻坚
担当”责任大讨论、“重要窗口模
范生”大讨论等活动，确保思想政
治建设扎实有效、落地生根。

推进实干型党组织建设。宁波
舜建集团狠抓队伍建设，着眼于建
设高素质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队伍
要求，规范“三重一大”决策程
序，将党建工作纳入领导干部年度
考核。严格落实“对党忠诚、勇于
创新、治企有方、兴企有为、清正
廉洁”用人标准，建立健全干部选
拔、管理、监督等制度，实施个人
事项报告制。紧抓群团工作不放
松，组织党员志愿服务队开展帮扶
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全公司党员
干部自愿捐款数额达2.1万余元，
67 名志愿者无偿献血 1.82 万毫
升。结合“三服务”开展“姚·先
锋”党员志愿“服务月”活动，认
领微心愿27个，按照市对口办相
关文件，助力对口地区脱贫攻坚，
认领对口地区困难人员微心愿428
个，捐款金额7274元。

推进纪律型党组织建设。宁波
舜建集团狠抓党风廉政建设，全面
落实“两个责任”，进一步加强基
层党建工作责任清单，促进工作目
标化、任务项目化、责任清单化、
管理制度化、基础规范化，形成

“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责任
体系。此外，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
廉政教育宣传活动，筑牢思想防
线，深化作风建设，为集团实业发
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乘势而上 砥砺前行

夯实党建基础
锻造“舜建铁军”

本报讯（记者 陈周霄 通讯
员 刘琼）12月22日，我市天然
气日供气量达39万方，创历史新
高。入冬以来，我市迎来天然气供
气高峰，宁波舜建集团强化抓源
头、扩容量、重保障，多措并举保
燃气冬供。

我市现有天然气用户超11万
户，其中居民用户占比超 99%。
11月24日，市城市天然气有限公
司的日供气量刷新历史纪录、达

29.2万方。此后，随着冷空气频频
造访我市，日供气量持续高位运
行，并于12月22日创下日供气量
39万方新纪录。对此，宁波舜建
集团科学预测今冬明春用气量，积
极争取上游资源供给量，较去年全
年增加供气合同量 1200 万立方
米，并加强黄家埠LNG应急气化
站应急补充能力，使得应急补充供
气达每小时0.6万方、日补气能力
达 10 万方，力保全市民生、公

建、工业用气需求。
在此基础上，宁波舜建集团全

方位推进管线扩容，邵巷站一路供
气管道每小时最大供气量提升至
1.5万方，目前两路供管道均为1.5
万方，一用一备；九垒山门站扩容
改造完成的两条供气线路已正式启
用，单路最大供气能力为每小时
0.8万方，供气管线由原先的一用
一备升级为三用一备，同步升级自
动加臭系统，精确臭液添加量，提

高工作效力和安全性。
相应的，宁波舜建集团落实管

网深层次防冻御寒，对水浴加热设
备提早调试，确保在冰冻寒冷气候
下能够持续供气；对燃气管线加大
巡查力度，尤其对高压管线及重要
中压主管道增加巡检频次；对门
站、调压站、阀室设施仪器设备提
高检查频率，及时维护保养；同时
确保冬季应急备用物资到位，全面
排除冬季燃气安全隐患。

39万方，日供气记录刷新

宁波舜建集团多措并举保燃气冬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