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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贸市场整洁了“一米线”不再是摆设 斑马线车辆礼让行人渐成风尚

创城使六横变美变靓了
03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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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胜创城攻坚
普陀在行动

本报讯（记者 郭杰 通讯员 张
石英）今年是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决
战决胜之年，创城工作的有序深入
推进离不开全区安全形势的持续
稳定。作为维护社会长治久安的
重要力量，创城工作开始以来，普
陀消防救援大队积极作为，竭力营
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为全区创
城攻坚保驾护航。

创城期间，普陀消防救援大队
通过“消防管理组抓统筹协调、消
防大队抓督促指导、职能部门和属
地镇街抓消防创建”工作机制，进
一步加大对辖区各创城重点区域
和单位的消防安全教育。

全区森林防灭火培训、安全
知识下海岛宣传、桃花岛民宿业

主消防培训、鲁家峙油库消防综
合演练……在今年安全生产月期
间，普陀消防救援大队紧扣“消除
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线”主题，
以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及时消除
安全隐患为目标，组织开展了一
系列有声势、有实效的宣传教育
活动，通过模拟演练、消防器材培
训、事故案例分析、流动消防站帮
扶指导等多种宣传手段，在我区
掀起辐射面广、实效性强的消防
宣传热潮，让警惕消防隐患、重视
消防安全的意识深入人心。

除了加大对各单位群体的安
全教育，普陀消防救援大队还通过
多部门联动，疏解整治创城工作中
的隐疾隐患。针对我区部分住宅
区及单位占用、堵塞消防通道的
“老大难”问题，从去年下半年开
始，普陀消防救援大队集中开展
“生命通道”清障整治行动，多次联

合交警、城管、街道等，深入辖区内
繁华商业街区、居民小区，对消防
车通道进行集中划线管理、集中组
织清理、集中执法整治、集中宣传
曝光。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指
导方式，协助督促有关负责人开展
住户宣传、消防车通道规划划线、
设置标识、清理障碍等，多管齐下
打通“生命通道”。

“消防通道的畅通无阻是迅
速扑救火灾、抢救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减少火灾损失的重要前
提。”普陀消防救援大队一级消防
指挥员方建峰介绍说，“我们消防
队员也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净化
我区安全环境、助力创城工作出
一份力。”

消防安全,常防无患。据介
绍，创城以来，普陀消防救援大队
已联合区公安、城管、各镇（街道、
管委会）等，赴学校、商场、体育场

馆、网吧、餐饮场所、医院、车站码
头等14个创城重点领域开展针对
性的消防安全巡查，重点检查各
场所内消防设施、消防车通道、疏
散通道及安全出口、电气线路敷
设、消防安全制度落实等情况，对
于检查出的消防隐患及违规行
为，消防监督员当场要求单位落
实整改，并将存在安全隐患的单
位登记在册，及时跟踪督导“问
题”单位整改，确保场所“零”隐
患。截至6月中旬，普陀消防救
援大队已累计巡查单位370余家
次，督促整改隐患1100余个，通过
以查促改、查宣结合的方式,进一
步净化我区安全大环境。

下一步，普陀消防救援大队将
继续配合全区创城工作推进步伐，
常态化开展各项宣传整治工作，多
措并举，逐级、逐项、逐条促进消防
各类问题整改落实。

强化安全教育 畅通“生命通道”清零消防隐患

消防救援大队多措并举助力创城

本报讯（记者 郭杰 通讯员 叶
洪玮）昨天上午，我区召开“人才新
政”发布会，正式发布新近出台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招才引智工作的
意见》，以传播推广“人才新政”有关
信息，切实推进我区人才强区建设，
引育更多人才落户普陀。区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虞万军出席发布会
并讲话。

本次发布会阐述和介绍了“人
才新政”出台的背景、意义及亮点政
策，并正式启动“人才新政”。

在记者提问环节，针对“人才新
政”所涉及的高校毕业生购房补贴
申领、鼓励和支持大学生自主创业、
搭建创新创业平台具体举措等问
题，有关单位负责人结合政策条例、
具体操作流程等作了细致讲解。活
动现场还通过沙画表演、知识问答
等形式多样的活动，进一步加深大
家对新政的理解。

据了解，本次出台的“人才新
政”重点围绕人才体制机制改革、高
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引育、优秀青年
人才集聚、人才创新创业支持集聚、
人才服务水平提升等当前我区人才
招引重点领域，包含了16条具体的
补助扶持政策，惠及高校毕业生、
“高精尖”紧缺型人才、引进人才、退
伍军人创业者等多个群体。

“这次新政发布会梳理了很多
实打实的政策，每一条都有注解，
每一条都有细则，各项补贴政策清
楚明白，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让
我们这些在普陀落户发展的人感
到心里更有底，干起来有劲。”浙江
自贸区捷宁港细胞制备有限公司
首席科学家谢庆平说。

据了解，今后，我区有关部门将
继续加大对各类人才的政策扶持，着
力营造良好的投资创业环境，为我区
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生力军。

“人才新政”发布会昨举行
16条人才政策助推招才引智工作再升级

本报讯（记者 丁琪蜜 通讯员
邬少华）昨天上午，2020年度全区
纪检监察干部综合业务培训班在区
委党校开班。区委常委、区纪委书
记、区监委主任徐俊军作开班动员，
并围绕强化政治监督为全体学员上
了第一课。

此次培训突出纪检监察工作
的实用性和实操性，通过业务知识
授课、笔录制作实操、分组交流讨
论、闭卷测试等形式，重点安排了
问题线索初核、谈话技巧及笔录制
作、清廉村居建设、派出监察办及

监察工作联络站作用发挥等专业
课程，着力提升纪检监察干部的业
务实操能力。

培训为期5天，来自全区纪检
监察系统的 110余名干部参加培
训。为加强学员管理，增强培训效
果，培训班还专门设立了临时党支
部，划分了5个党小组。此次培训
旨在进一步提高全区纪检监察干部
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和工作水平，更
好地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
推动我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深入开展。

全区纪检监察干部综合业务培训班开班

纪检监察干部集中“充电蓄能”

本报讯（记者 翁瑜霞 通讯员
缪燕飞 黄诗然）为持续有力推进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巩固创建成
果，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海上花园
会客厅，6月27日上午，我区组织
各社区（小区）兼合式党支部以及
各社会志愿服务团队开展环境卫
生大整治活动。

东港街道安康社区明秀园、外
滩嘉园、华定公寓兼合式党支部纷
纷响应，在各自小区内开展了“吹
响冲锋号 打赢大决战”小区义务
清扫志愿活动。党员志愿者清洗
了小区路面，并对绿化带、小区卫
生死角、窨井盖进行了集中整治清
理，同时，还积极向居民宣传垃圾
分类知识，引领广大居民自觉养成
文明习惯，以实际行动助力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

东港街道中昌社区9个兼合
式党支部的90余名党员参加此次
志愿活动。大家身着统一的志愿
者服装，团结协作。经过一上午的
努力，社区环境面貌焕然一新。

区志愿者之家的志愿者们来

到沈家门街道墩头社区，针对老旧
小区、城中村和城乡接合部等重点
区域，开展乱晾晒、乱堆物等不文

明现象整治以及卫生死角清理等。
此次志愿服务活动中，广大志

愿者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推进环

境卫生整治常态化、长效化，有效
遏制脏乱差现象反弹，为社区居民
营造了干净宜居的环境。

我区开展环境卫生大整治
街道社区党员和志愿者纷纷参与其中，清扫路面，整治卫生死角，宣传垃圾分类知识，优化美化环境

本报讯（记者 高阳 通讯员 杜
齐军）近日，我区全面展开依法打击
海上非法采砂专项行动。昨天，记
者跟随联合执法行动组搭乘中国渔
政33122船出海，对我市范围内涉
砂海域进行全面巡查。

当 天 上 午 9时 ，中 国 渔 政
33122船从长峙岛海警码头出发，
对洋小猫海域、大猫岛附近海域、
穿山前沿海域、犄头角附近海域及
横沙附近海域等习惯性采砂区域，
进行联合执法日常巡逻。期间，联
合执法行动组执法人员密切关注
过往船只，未发现可疑采砂船和运

砂船。
联合执法行动组由海洋与渔

业、港航和口岸、海事、公安、舟山市
海警局等7个部门组成，每日进行
常态化联合执法，至少派出一艘地
方执法船或中国海警船进行巡查，
并及时对每日巡查情况进行总结。
截至目前，联合执法行动组共查扣
4艘非法运砂船，查获海砂40000余
吨，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下一步，联合执法行动组将继
续对非法盗采海砂行为保持高压严
打态势，为保护我市海洋生态环境、
经济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海上非法采砂联合整治行动展开
截至目前，共查扣4艘非法运砂船，查获海砂40000余吨

本报讯（记者 丁琪蜜）昨天下
午，区委书记张立军来到展茅街道
暗访督查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他强调，创城已进入最后决战
阶段，各地各部门要以更大的决
心、更足的信心，在总结经验的基
础上，持续发力，常抓不懈，全面巩
固提升创城成果，全力打好打赢创
城决胜战。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李明参加。

在展茅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张立军详细了解医院创城工作
推进情况。张立军说，医院作为创
城的窗口单位，要以打造“花园式”
医院为目标，进一步完善硬件设

施，美化内外环境，提高服务质量
和服务水平，让群众就医更便捷、
更舒适。

针对公共场所各项创城工作
推进落实情况，张立军先后来到展
茅街道综合文化站、展茅街道渔农
业公共服务中心、展茅市场、展茅
公交站进行检查。看到现场环境
干净整洁，管理秩序井然，张立军
予以肯定。他说，要持续推进创城
工作常态化，加强日常巡查管理，
加大公共场所及周边环境卫生整
治力度，提升群众文明素养，营造
创城良好氛围。

在岳阳公寓，张立军实地查看

了小区的环境面貌。小区总体环
境卫生情况较好，但仍存在乱停
车、绿化地杂乱等问题。张立军要
求继续在细节上下功夫，抓住难点
问题和薄弱环节逐一整改落实，确
保不留死角。

张立军还来到干施岙对景区
环境面貌进行检查。沿着乡间小
道蜿蜒而上，张立军边走边看，对
发现的房前屋后杂物乱堆放、消防
设备摆放不规范等问题，要求迅速
落实整改措施。他指出，干施岙作
为普陀美丽乡村的一张名片，要用
心用力保持环境卫生整洁，与时俱
进推进乡村旅游项目建设，串联周

边小景点打造大景区，推动乡村旅
游可持续发展。

张立军强调，创城是一场攻坚
战，也是一场持久战，各地各部门
要抓重点、抓细节、抓深入，坚决打
赢打好创城攻坚战、持久战。要聚
焦重点，长效治理，健全完善长效
管理机制，不断探索新思路、新方
法、新举措，对重点难点领域精准
发力，攻坚克难；要补齐短板，夯实
基础，对照创建标准，解决突出问
题，全面打造环境优美、文明整洁、
管理有序的城市形象；要统筹兼
顾，协调推进，形成运作高效、联系
紧密、协同配合的部门联动机制。

张立军在展茅暗访督查创城工作时强调

持续发力 常抓不懈
全面巩固提升创城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