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谢骋 通讯员 曹
馨予）新春伊始，年味还未散去，农
历正月初九，东港新建初中建设工
程就吹响了全面开工“集结号”。
建设者们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他
们纷纷表示，开足马力赶进度，热
火朝天抓建设，奋力实现项目建设
“开门红”。

记者在工地现场看到，挖掘机
长臂挥舞、土方装车外运、承台砖胎
模砌筑、底板钢筋铺设、墙柱箍筋绑

扎……施工现场一片忙碌，工人们
各司其职，各项工作有序进行。

该项目于去年8月初开始动
工，总建筑面积约3.9万平方米，
其中地下建筑面积约1.6万平方
米。主要建设教学用房、综合用
房、图书信息用房、体艺用房、办公
用房、食堂、附属用房，以及300米
环形塑胶跑道、篮排球场、广场道
路、绿化景观等附属设施。

“现在主要是进行地下室施
工，处在土方开挖阶段，目前到岗
员工大概50人左右，按照工程推
进程度，到岗率在70%左右。”施工
单位负责人厉幸波介绍，根据项目
建设总体计划，对该工程施工环节
进行细化调整，按照“立体施工、交

叉作业”的方式，将持续加大现场
人员数量与机械投入力度，助力项
目建设提质提速，奋力实现一季度
项目建设“开门红”，全方位保证各
工期节点如期完工，确保实现今年
4月底完成地下室结构施工、6月
底完成主体结构的目标。

由于工期紧、任务重，该项目
近40名外地工人此前积极响应倡
议，选择留舟过年，来自四川的李
长明就是其中之一。

“企业对我们这批留下来过年
的工友很照顾，我也很有信心继续
干好工作。”李长明告诉记者，他来
普陀工作已有20多年，在老家还
有80多岁的老母亲，这次没能回
家过年，虽有遗憾，但不后悔。“工

地上工程比较紧张，要如期完成任
务，早点完工，也能早点让孩子们
入学。”

据了解，近年来东港人口集聚
规模越来越大，至2018年底，东港
区域常住人口已超过9万人，目前
唯一的一所初中——东港中学已
处于满负荷状态，而且服务半径过
大，不方便学生就读。为满足适龄
儿童入学要求，促进全区基础教育
均衡健康发展，东港新建初中建设
工程应运而生。该校建成后办学
规模为42个班，在校学生总数近
1700人，预计今年底完工，建成后
将进一步完善东港区域教育资源
分布，提高普陀义务教育教学质
量。

东港新建初中建设工程吹响开工“集结号”。建设者们表示：

奋力实现项目建设“开门红”

本报讯（通讯员 朱存跃 记者
刘珈伶）日前，普陀区志愿者之家组
织 40余名志愿者开展新年第一
“捡”志愿活动。

当天上午，一群身穿红马甲的
志愿者们结队而行，在鲁家峙儿童
公园附近捡拾路边垃圾，“选择这个
时间点开展志愿者活动，就是要把
家园打扫得干干净净，让大家在新

的一年里开开心心上班。”志愿者陈
永红说。志愿者们还来到海岸边，
收集废旧塑料瓶。

普陀区志愿者之家相关负责人
表示，舟山正在打造志愿之城，普陀
区志愿者之家号召大家每周都能抽
出一小时参与志愿服务活动，让志
愿文化深入人心。

当天，海岛小蜜蜂、银辉耀党志
愿队、区网络义工三支队伍参加了
此次活动。

我区开展新年第一“捡”志愿活动

春节刚
过，普陀就召
开了全区作

风建设暨实干争先动员大会，部
署落实新一年的工作。春已至，
须奋力，全区上下要以良好的精
神状态，收心做事、用心谋事。

春节前，我区先后召开了区
第十三次党代会第五次代表会
议暨区委经济工作会议和区两
会，提出了2021年及今后五年工
作总体要求和指导思想。目标
已定，关键在于抓落实求实效。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要实
现开门红，我们就要尽快从休假
状态切换到工作状态。

要强化督查“收纪律”。节
后上班，就是开启一年的新征
程，不能人上岗了心还未上岗。
面对高效率、高节奏的工作要
求，每一个人都要在全区发展的

大目标下明确自己的工作要求
和岗位职责。相关职能部门必
须从纪律、作风的高度，严格要
求、强化督查，对那些纪律松
散、心思涣散的人员要敢于问
责。

要抓好落实“用真心”。用
心，这既是工作作风的要求，也
是为人民服务的具体体现。如
果我们“人在心不在”，那么就会
对群众的需求充耳不闻，就会满
足于做表面文章。只有用心了，
才能真诚回应群众期盼，持续点
亮美好生活。

节后收心更要用心，新的
一年，我们仍面临着严峻考验，
必须积极应对、主动作为、顺势
而为才能抓住机遇、赢得优
势。让我们锚定目标、接续奋
斗，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做好各
方面工作。

节后收心更要用心
□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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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精神文明建设

日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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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主要篇目介绍

春暖花开，阳光正
好。连日来，不少市民结
伴踏青赏花，享受美好春
光。
（记者 陈璐瑶 罗沛文）

□记者 俞怡至 通讯员 杨青

针对进口冷链食品“物防”工
作中的实际问题，我区探索推行
“点位长+片区长”工作制度，实施
网格化监管服务与督查跟踪，确保
落实进口冷链食品“全受控、无遗
漏”闭环管理。自去年12月至今，
共出动执法人员216人次，服务企
业117家次，指导服务项目65条，
收集反馈意见27条，已处理解决
17条。

“老+新”组合
配置点位人员

按照“点位长+片区长”工作制
度安排，区市场监管分局下辖的5
个基层市场监管所，根据各辖区内
冷链经营主体数量和监管难易程度
划分片区，设置了13名点位长，8名

片区长。固定一位局领导作为指定
片区的片区长，负责牵头抓总。

“各个片区按照‘老+新’的组
合配置人员，并确保每家冷链经营
主体均落实一名监管人员，此举有
助于更加精准有效地开展疫情防
控工作。”区市场监管分局相关负
责人说。

每个星期，各点位长及工作人
员都要巡查重点冷链经营主体2
次，非重点单位1次，并对经营主
体实施动态管理，同时对非名单内
水产品和肉类经营单位开展突击
检查。截至目前，检查重点经营主
体508家次，非重点单位288家次，
开展非名单内经营单位突击检查
81次。

同时，各片区长会随机对分管
的农贸市场、大型商超、餐饮饭店、
冷冻企业等重点经营主体进行暗

访督查，及时了解经营户有关进口
冷链食品的经营管理现状，核查
“三证一码”台账落实情况。截至
目前，共开展督查10次，抽查单位
37家，发现问题1个。

发挥“探头”作用
搭建帮扶渠道

“建立‘两长制’的初衷，是为
了服务更加精准有效，切实将问题
解决在一线。”区市场监管分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为此还建立了点位
“物防数据库”，并做到及时更新，
对冷链食品直接、间接接触人员进
行详细记录，并开展核酸检测、疫
苗接种等工作。截至目前，全区登
记在册的进口冷链食品生产经营
单位为57家，“浙冷链”激活170
家，累计溯源码数14223次，赋码
率和扫码率100%。

此外，我区还针对食品专业冷
冻冷藏库房经营者重点产品批次
多、体量大的情况，由各点位人员
开展针对性培训，“一库一策”解惑
释疑。目前已组织各类“浙冷链”
集中培训10余次，涉及重点单位
工作人员200余人次。

“我们注重发挥各点位长近距
离、全天候、常态化的‘探头’作用，
及时了解进舟货物量大的企业想
要建立企业监管仓的需求，搭建帮
扶渠道，助力企业建成进口冷链食
品企业监管仓。”

此外在“两长制”模式下，我区
坚持“防控+宣传”，形成群防群控
工作格局；“防控+演练”，建立健全
应急处置体系；“防控+创新”，助推
冷链物防管控升级。确保落实进
口冷链食品“全受控、无遗漏”闭环
管理。

探索推行“点位长+片区长”制度 实施网格化监管服务与督查跟踪

普陀进口冷链食品物防工作显成效

踏青赏花
春意浓

03综合新闻

让清廉医院建设真正惠及广大群众
普陀着力构建医风清朗行业新生态

本报讯（记者 励佳）昨天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
徐炜波主持召开区政府第51次常务会议，审议《普陀
区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问题警示片反映问题整改方
案及责任清单》《普陀区政府投资及国有企业投资项
目工程总承包招投标实施规程（试行）》《舟山市普陀区
行政机关合同管理办法》等。张海斌、王海涛、张宏华、
杨海滨、李莉、张勇、乐舟龙、钱善凤参加。

与会人员一同观看了《2020年长江经济带生态
环境警示片》。会议指出，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
在压倒性位置，从讲政治的高度，以全面开启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和高质量建设海上花园会客厅
的使命感，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标本兼治抓好生态
环境整改工作。要以属地整改为主，相关单位协同
配合，对标对表长江办及省委、省政府的最严要求，
按照规定时间节点、规定动作内容、规定区域范围落
实整改，既要即知即改，尽快抓好当下问题，又要立
足长远，科学解决系统问题。

会议指出，区政府投资及国有企业投资项目工程
实行总承包招投标模式，有利于理清工程建设中各种
复杂关系，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要秉持公平竞争原
则，不断完善条例规程和操作细则，确保规章制度执
行质量与工程建设质量。要以进军全国市场为目标，
引导我区相关企业升级资质，同时招引高质量EPC（工
程总承包）企业落户普陀。要坚定执行好“想办事”和
“合法合规办事”的统一性，使每个EPC工程都成为清
廉工程。

会议指出，法治政府建设是全区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支撑和保障。要以创建省级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区
为契机，全面增强依法行政的意识、能力和水平。相
关部门要强化日常合法审查，利用大数据及时发现问
题，确保各类合同的公平公正和严肃性。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会前，区政府常务会议成员进行集体学法，听取

了浙江社科院唐明良教授作的《政府招商引资等行政
协议的法治化管理》的解读；同时区政府还开展了以
《基于LNG分布式供能背景下的七位一体健康产业》为
题的创新课堂学习，坚持以上率下，倡导不断学习新
产业、新业态，树立积极想、积极干、积极走前列的工
作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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