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陈璐瑶 诸葛晓
明）人勤春来早，农历正月十一，一
大早，杉杉?普陀天地二期项目(以
下简称二期项目)建设现场呈现一
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工人
们或是运输材料，或是加紧拼装
幕墙板块；大楼外立面，工人乘
坐垂直升降机麻利地完成幕墙
铺设工作；玻璃栈道区域，电焊
声不绝于耳，建设者们各司其
职，忙碌作业。

“从农历正月初六开始，一线
工人就已全部到位，加班加点，积
极投入到工程建设当中，争分夺秒
赶进度。”和往常一样，杉杉泽华
（浙江自贸区）实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助理黄法成佩戴安全帽，奔走在
施工现场，除了查看施工近况，还
不时提醒施工人员注意安全。

“项目外立面大部分为铝板幕
墙，需要经过预埋、焊龙骨、包铝
板、安装玻璃、打胶等多个步骤，环
环相扣，不能有丝毫差错。”黄法成
介绍，二期项目建设工期为期 3
年，自2019年至2021年，项目主
体结构在年前完成了封顶，进入幕
墙安装和室内砌墙阶段。目前，幕
墙安装已完成70%，室内砌墙工作

已全部完成。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进行幕

墙安装，还有室外工程的施工，包
括水、电、气综合管网等，预计今
年6月底前全部完工，7月份接受
综合竣工验收。”黄法成说。由于
工期紧，任务重，施工单位已将施
工任务进行梳理盘点，按月、按周
倒排施工计划，明确了项目现场
负责人的工作目标、职责和任务，
每日汇报工程进度，确保项目按

时间节点加快推进。“新的一年，
我们也会继续开足马力，抢抓时
机加快推进项目建设，以起步即
冲刺的奋斗姿态奋力实现一季度
生产‘开门红’。”

据了解，杉杉普陀天地二期工
程项目位于东港新区商务中心周
边区域 29-12地块，由杉杉泽华
（浙江自贸区）实业有限公司全额
投资，总投资达5亿元。

“通过二期项目的开发建设，

我们计划将其打造成符合城市未
来规划发展的顶级时尚商业项目，
同时与杉杉?普陀天地一期形成互
补。”黄法成告诉记者，该项目建成
后，将吸引东港CBD区域内人口以
及旅游人口有机导入，真正使得政
府办公区域、CBD区域、内湖区域
成为大型商业地带和统一整体，也
必将成为普陀商业的标杆项目，对
全面提升普陀的商业价值和城市
品位起到引领作用。

杉杉?普陀天地二期项目建设以冲刺姿态奋力实现生产开门红

开足马力争分夺秒战犹酣

本报讯（记者 丁琪蜜 通讯
员 陈思吉）记者近日从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因春节
期间不少工人积极响应就地过年
倡议，以及年后外地工人逐渐返
岗，节后“用工荒”现象较之往年
有所缓和。

据悉，截至 2月 20日，全区
142家重点企业中已开工企业 72
家，返岗 7180人，返岗率 63.54%，
总体情况优于往年。其中，72家
企业共上报缺工人数149人，占去
年底用工人数的 1.32%，未出现
“用工荒”现象。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今年春节，在普陀过年的外地务
工人员比去年增加了不少，一定

程度上平缓了往年春节后的企业
缺工紧张状况。

“春节期间，我们还举办了网络
线上招聘会，23家企业共推出就业
岗位89个，需求人数905个，确保企
业节后用工‘不掉链’。”该负责人
说，同时通过用工调查，及时掌握企
业用工需求，2月份已累计开展各
类用工监测6次。

2月22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还组织区内缺工的9家企
业赴云南参加劳务协作招聘会。9
家企业共推出招聘岗位460个，岗
位涵盖一线工人、船舶修造技术人
员、船员、月嫂等，平均月收入在
5000至 7000元，助力企业节后加
快生产。

我区按下复工就业“快进键”
目前已开工企业72家，返岗7180人，

返岗率63.54%，总体情况优于往年

本报讯（通讯员 殷思丹 记者
王梦倩）记者近日从区农业农村局
了解到，我区山塘工程安全评定工
作正式启动，旨在进一步加强山塘
管理，补齐安全短板，确保山塘安全
运行。

本次安全评定涉及全区范围
内80座山塘，包括高坝山塘1座、

屋顶山塘 43座、普通山塘 46座。
主要对山塘安全状态进行初步分
析，以及对防洪安全、结构安全、渗
流安全和运行管理等方面进行评
价，确定山塘安全评定结论，从而
有序推进有安全隐患山塘的系统
治理。山塘安全评定工作计划于
2022年5月前完成。

山塘工程安全评定工作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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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童攀爬护栏下滩涂玩耍太危险
沈家门渔港发展中心：将尽快对接相关单位，加紧落实安全防范措施

本报讯（记者 陈跃 通讯员
孙璐燕）日前，舟山市顺海建设有
限公司应用浙江省政务服务网省
统建系统，通过了建筑工程施工总
承包三级的企业资质认定，此举不
但省去了线下纸质材料提交，而且
办理时间也大幅缩短。

据介绍，为持续深化“最多跑
一次”改革，加快推进政府数字化
转型，实现全省建筑业企业资质审
批事项省、市标准化工作，从去年
10月起，区行政服务中心住建（人

防）窗口开始启用浙江省政务服务
网省统建系统，对我区建筑业企业
资质（市级认定）事项进行审批，目
前，已全面推广应用。

相较之前建筑业企业申请资
质认定所需材料多、办理时间长的
情况，应用浙江省政务服务网省统
建系统后，和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
与诚信信息系统进行了有效结合，
企业端通过正常网上申报途径，自
行选择一般资质认定程序和告知
承诺认定程序进行申请，审批部门

则通过线上调取企业已输入的相
关资质认定信息即可进行审批。

如此，企业在申请工程建筑业
企业资质认定时，就无需再在线下
提供企业《营业执照》、办公场所租
赁证明、申报人员社会保险证明，
以及人员的执业证书等11项纸质
材料，新企业的资质认定办理时间
也从20个工作日缩短到7个工作
日，其中企业资质变更认定实现了
即办。

企业在办结后可随时从系统

平台上下载、打印附有二维码的
电子证书。“以往企业需要准备大
量的纸质材料进行上报，我们也
需要花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进行核
实。现在我们通过这一系统直接
就可以审批了，效率大大提升。”
区住建局行政审批科科长邓忠介
绍，“加上调取的是浙江省建筑市
场监管与诚信信息系统里的信息
数据，我们可以通过线上进行查
询，企业信息的真实性也得到有
效保障。”

我区全面推广应用浙江省政务服务网省统建系统

建筑企业资质申请认定高效便捷了

本报讯（通讯员 刘生国）日
前，桃花镇租用的一条装水专船靠
上了六横台门大夹屯一座沙场码
头，该船将在舟山中电建水务有限
公司装运800吨的海水淡化水到
桃花岛，以解决桃花居民用水紧张
状况。

去冬今春全市降雨量比往年
大幅减少，导致山塘、水库的蓄水
量几近干涸。虾峙、桃花等地的居
民生活用水已遇到很大困难。

作为目前浙江省最大的海水

淡化生产基地，六横舟山中电建
水务有限公司在每天确保为六横
本地和虾峙西白莲船舶修造厂供
应3万吨左右的海水淡化水的基
础上，还千方百计想办法向其他
缺水岛屿的居民提供生活用水。
经过桃花镇和舟山中电建水务有
限公司共同协商，桃花镇决定从2
月22日起暂时每天到舟山中电建
水务有限公司装运800吨的海水
淡化水。

为及时将海水淡化水输送到

前来装水的运输船上，舟山中电建
水务有限公司投入5万多元专门
安装了一条400多米长、直径200
毫米的输水管道到码头。

“从今年 1月 6日开始，六
横 所 有 饮 用 水 库 已 经 停 止 取
水。为此我们公司积极应对，
迅 速 启 动 自 来 水 供 应 应 急 预
案。投入 200多万元资金对所
有的海水淡化设备进行更换和
维修保养，使日产 5.25万吨海
水淡化设备都能正常运作。”舟

山中电建水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成辉介绍，“到目前为止，六
横岛上没有因为干旱缺水造成
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水限时
限量供应情况。海水淡化确确
实实为六横经济社会的发展，
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发挥了重
要作用。”

另据了解，舟山中电建水务有
限公司自从2009年10月生产海水
淡化水以来，已经生产海水淡化水
3000多万吨。

施援手缓解小岛居民生活用水紧张

六横海水淡化厂向桃花日供水800吨

立体式巡逻防范 全方位排解纠纷 多维度社会治理

“全警+全民”筑牢渔都平安基石

施工现场施工现场

本报讯（记者 励佳）为进一步推进
东港城市品质提升工程，切实落实市
委、市政府打造海上花园城市的要求，
昨天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徐炜波率
区发改、住建、城市管理等部门主要负
责人调研东港多处建设区块，并赴新城
考察学习。

在东港街道灵秀街海莲路口，徐炜波
一行听取海莲路改造方案，并沿海莲路踏
勘，调研周边交通道路、建筑立面、绿化
带、基础设施情况等；徐炜波一行还调研
了塘头山坡地，探讨未来开发方向。

在新城，徐炜波一行先后参观了梅
园、千岛路及万达广场周边区域，实地
了解近年来新城在道路品质提升、城市
绿化亮化、便民广场打造等方面取得的
成效。

随后，徐炜波一行与新城管委会相
关负责人等进行座谈交流，双方就城市
品质提档升级和城市治理工作中遇到
的共性难题展开探讨。徐炜波说，经过
立体化的开发建设、精细化的管理养
护，新城城市功能日臻完善，商业氛围
逐渐浓厚，让人耳目一新。

徐炜波指出，近年来，东港建设开
发步伐加快，城市品质得到提升，市民
幸福感“升级”。下一步，要向城市建设
的先进案例看齐，强化危机意识、落差
意识、贯标意识，继续坚持“一张蓝图绘
到底”，一次规划、分步实施，为海上花
园会客厅持续增色添彩。要坚持标准
化，一以贯之，打造统一、和谐的城市视
觉形象；要坚持系统化，系统思维、整体
推进、集成打造好东港新城；要坚持特
色化，融合东港山水并秀、河海相依特
征，展现城市独特魅力；要坚持样板先
行，在海莲路的改造中，结合周边山体
及武岭湿地景观，高标准、严要求打造
一条城市样板路。

徐炜波最后指出，希望普陀、新城
双方在城市建设、管理等方面开展更多
交流合作，实现互促共进。

王海涛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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