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月谈
“烟花爆

竹在线”应用
近日在“浙里

办”App上线，通过这一场景
应用，市民可以实时查询零售
点位置、价格、防伪等信息，
让烟花爆竹的购买和燃放更
安全。

买烟花爆竹说起来是老百
姓生活里的小事，但就是这样的
小事，一旦能更加方便快捷，老
百姓的获得感就得到了提升。
数字化改革，在流程再造之下，
往往具有神奇效力，能在线查询
烟花售卖信息似乎也不是什么
太难的事情。这个新场景的开
发难得的不在于技术，而在于运
用数字化技术所体现出来的数

字化思维和数字化认知。
当前，我们正在全面推进

数字化改革，作为一项系统工
程，改革任务千头万绪，该从
何处着手呢？对于政府部门
来说，最关键的应该还是要从
民生出发，树立“场景思维”，
特别是面对民生服务问题时，
要多想一想：“能不能在掌上
端为老百姓提供更为便捷的
服务”“能不能让数据多跑路、
群众少跑腿”。有了这样的民
生思考，才能用创新思维和跨
越思维，通过改革突破、流程
再造，设计出符合需求的新的
运用场景。只有如此，数字化
改革才能落地见效，才能有长
远可见的新景象。

数字化改革有场景才有“长景”
□曲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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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胡晓 通讯员 贺
妍婧）芦西南地块征收签约工作昨
天收官，签约率达100%，签约工作
画上圆满句号。

芦西南地块征收范围北至东海西
路，南至沈家门中学，西至平渔路，东至
阳光地带，共计征收房屋建筑面积约
2.6万平方米，涉及征收户约150户。
有近三分之一的征收户涉及住改非问
题，使得该地块被认为是“难啃的骨头”。

“我们工作组从一开始就做了充
分准备，从前期入户调查，到走访讲解
政策，再到后期的调解家庭矛盾，做思
想工作，协调多部门解决问题。”芦西
南地块征收工作组联络员夏小飞说，
工作组做了全方位细致的准备，为后

续签约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签约第14天，芦西南地块签约

率就突破了98%，达到了征收生效
签约率。此时，距离签约截止还有
半个月时间，仅剩两户没有签约。
“这两户中的其中一户因为房子是
新造的，舍不得拆所以一直没有签
约。另一户对确权面积有疑问。”夏
小飞说，为了让这两户顺利签约，工
作人员加强了思想工作，为他们介
绍该区域后续的建设规划，希望其
从大局出发予以支持。同时，工作
人员当起了“会计”为征收户算账，
从经济角度为他们分析得失。

经过半个月劝说，两户征收户
终于在签约截止日期前完成了签约
手续。签约工作第29天，该地块签
约率就成功达到了100%。“这是所
有工作人员和征收户共同努力的结
果。”夏小飞表示，在后续的腾空工
作中会继续鼓足干劲，早日完成芦
西南地块的征收工作。

芦西南地块征收签约率达100%

本报讯（通讯员 唐毓蔚 庄
丹）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
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日前在昆明
召开，向世界展示“保护生物多样
性，共建生命共同体”的中国方
案。而在千里之外的东海之滨普
陀，一曲山海共邻，守护多样家园
的生态之歌正在这里谱写。

作为浙江省29个生物多样性
调查评估重点区域之一，近年来，
我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
社会发展的全过程，统筹陆海空
间，大力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
工程，不断夯实生物资源家底，保
护多样生物已成为普陀的一张亮
丽名片。

据了解，根据历史资料，普陀
有陆生脊椎动物238种，海洋生物
1100余种，拥有黑鹳、黄嘴白鹭等
珍稀野生动物；有陆生高等植物
1170种，包括国家一级保护野生
植物普陀鹅耳枥及滨海特色明显、
具有区系特点的名木古树。“保护
好这些野生动植物资源，才能为子
孙后代留下生物宝库。”区生态环
境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普陀自然

环境得天独厚，有着丰富且独特的
生物资源及良好的自然生态系统。

在近期的一次生物多样性调
查中，针对我区一公园内采集到的
蛇类标本，南京师范大学调查专家
通过分子测序比对和形态学比较
等方式确定，该蛇类标本为黄家岭
脊蛇，是浙江省新记录种。这也是
自今年我区全面开展陆域生物多
样性野外调查以来，首次在舟山发
现的爬行动物的浙江省新记录种。

不同层级的新记录物种发现
在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中层出不
穷。我区是全省首个全门类开展
陆域生物多样性调查的海岛县
区，始终坚持落实《县域生物多样

性调查与评估技术规定》全部12
条规范，全面调查陆域各物种。
调查工作开展以来，专家野外踏
勘59条植物、86条鸟类和50条兽
类等调查样线，布设红外相机87
台，覆盖全区12个镇（街道、管委
会）30余个岛屿；发现57种植物、
20种鸟类等80余种普陀新记录
种和18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
物。同时我区还是浙江少有的中
华穿山甲、义乌小鲵等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和黑脸琵
鹭、黄嘴白鹭等国家一级保护鸟
类的迁徙过境地。

生物多样性的形成需要良好
的生态环境。

普查生物家底 增殖渔业资源 清理海滩卫生

我区织牢生物多样性保护网

本报讯（记者 郭杰）10月13
日下午，区长徐炜波主持召开区政
府第五十八次常务会议，审议《关
于进一步发展开放型经济的若干
意见》《关于促进商贸流通业加快
发展的若干意见》等议题，听取区
人大、区政协重点议案提案建
议办理情况。张海斌、张宏华、
李莉、乐舟龙、钱善凤等参加。

会议指出，区人大、区政协重

点议案提案建议事关全区经济社
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关心关切问题，
各承办单位要高度重视议案、提案
办理落实工作，层层落实责任。要
增强议案、提案办理针对性，加强
跨年度议案、提案督办力度，扎实
开展“回头看”，提高办理实效。

会议指出，以电商、直播带货
为代表的各类线上经济蓬勃发展，
为我区产业升级发展提供了新挑

战、新机遇。要加快推进传统产业
向数字化转型，依托网络营销、冷
链运输技术进一步畅通活鲜“北
上”“西进”输送通道，提升物流、电
商等配套服务水平，加快形成“一
条鱼”完整产业链。

会议指出，发展开放型经济，
对促进地方经济转型升级和可持
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强化政
策导向，细化配套措施，以提升企

业对外发展积极性为落脚点，适时
精准释放政策“红利”。要加强招
商引资工作扶持引导力度，完善国
内外展会、企业互访交流活动配套
保障服务，助力更多企业“走出去”
“引进来”。

会议还审议研究了其他事
项。会前，区政府还组织了区长创
新课堂教学活动，乐舟龙作了题为
《新发展格局下的电商》的讲课。

区政府召开第五十八次常务会议
徐炜波主持

本报讯（记者 励佳 通讯员
徐学民）连日来，随着临时板房设
施搭建与大型器械进场，往日静寂
的城北庄家岙地块逐渐热闹起
来。这里将成为灵秀街隧道（暂
名）的终点，也是兴普大道（海天大
道）南侧次干道工程的重要节点。
目前该项目前期准备工作已完成，
即将开工建设。

据了解，兴普大道（海天大
道）南侧次干道一期工程连接
东港片区与城北庄家岙地块，
工程总造价约 2.4亿元，工期 3
年左右，主要施工内容为长约
1.2千米的灵秀街隧道与 100米
接线道路。目前工程临时项目
部、员工宿舍、生产车间板房搭
建已完成，施工机械已组织到
位，正在等待爆破评估等手续
审批。“工程连接东港与城北，
建成后，将缓解兴普大道交通
压力，方便市民出行。”该项目
负责人说，庄家岙地块交通设
施的完善，也为盘活周边土地

资源发挥重要作用。
兴普大道南侧次干道工程，

东起东港灵秀街，西至浦西板桥

路，建设内容包括道路、桥涵、隧
道等。道路总长约6千米，总投
资约 9亿元，建成后，将进一步

织密我区城市交通网络，为城西
开发建设配齐配强交通基础设
施。

兴普大道南侧次干道工程开工在即

灵秀街隧道灵秀街隧道（（暂名暂名））效果图效果图

本报讯（记者 丁琪蜜）昨天上
午，区委书记张立军在暗访督查全
国文明城市常态化管理工作时强
调，城市管理重在细节、功在日常，
要常抓不懈，久久为功，把各项工
作做细做实做到位，全面提升常态
化管理水平。

在乐业市场，张立军仔细查
看了环境卫生、经营秩序和疫情
防控措施落实等情况，发现整体
秩序、卫生状况较好，疫情防控措
施落实到位。他指出，农贸市场
关系着市民的生活品质，也是体
现城市文明的重要窗口，相关单
位及市场管理方要切实提高思想

认识，强化责任担当，持续提升农
贸市场及周边环境卫生和经营秩
序，为广大市民提供舒适便利的
消费环境。

在攀枝花公寓、金色港湾和金
麟府，张立军检查了小区环境卫
生、车辆停放、垃圾分类等情况，并
深入居民单元楼检查楼道环境、公
共设施维护等情况。他指出，推进
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要加强科
学管理，严格落实垃圾分类投放、
分类运输等举措，切实提升垃圾分
类水平和效果。物业和社区要加
强联动，进一步提升管理能力和服
务水平，维护好小区环境秩序，及

时帮助业主解决困难，让业主们住
得舒心又放心。

在舟山国际水产城，张立军检
查了水产城环境卫生、水产品交
易、车辆运行秩序等情况。他指
出，舟山国际水产城是我区展示城
市形象的重要窗口，要在巩固上阶
段整治成效的基础上，继续发挥主
人翁精神，加强内部管理，以更快
速度、更大力度推进环境卫生整
治、车辆规范管理、生产效率提高
等，营造舒适高效的水产品交易环
境。张立军还来到普陀二中武岭
校区施工现场进行暗访督查，要求
建筑工地加大管理力度，做到安全

施工、文明施工，确保工程有序推
进、按时保质完工。

张立军强调，建设更高水平
全国文明城市要压实责任，强化
担当，在精细化、专业化上下功
夫，持续提升城市品质、优化人
居环境、增进民生福祉。要坚持
问题导向，狠抓整改落实，积极
查漏补缺，确保各类问题整改及
时到位。要健全长效管理，建立
完善长效机制，全面提升城市精
细化管理水平。要抓重点抓关
键，加大重点区域、薄弱区域的
巡查、整治力度，确保整体环境
整洁有序。

张立军在暗访督查全国文明城市常态化管理工作时强调

常抓不懈 久久为功 全面提升常态化管理水平
本报讯（记者 励佳）昨天下午，区委

书记张立军带队赴多家企业开展“三服
务”活动。他强调，要问需于企、精准服
务，千方百计为企业排忧解难，为企业转
型升级、加快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助推全
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舟山市正山智能制造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张立军一行参观了检测中心与大
数据指挥中心，随后以座谈形式听取企业
下步发展计划与面临的难点、困境。张立
军指出，要做好长远规划，细化投资计划，
加大研发投入，发展现代化制造业，奋力
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普陀经济发展再
作贡献。同时，作为行业龙头，企业要积
极承担社会责任，向相关企业积极输出先
进管理理念，进一步拉伸、完善产业链，努
力带动行业整体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目前进度怎么样？”在浙江烽顺物
流有限公司现代智能冷链物流平台项目
施工现场，张立军关切地问起施工情
况。他指出，现代化物流平台对有效整
合普陀经开区各类物流资源、优化经开
区企业发展环境等有重要意义，要在确
保施工质量与安全生产的基础上，紧盯
节点、抢抓工期，尽早完工投用。张立军
一行还来到浙江丰宇海洋生物制品有限
公司，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了解企
业所思所盼，为企业发展出谋划策。

张立军强调，在当前碳达峰、碳中和
工作全面推进，电力、煤炭供需持续偏紧的大环境下，相关部门要统筹好能源保
供工作，有保有压、精准施策，保民生、保重点项目、保重点企业。同时，要以此
为契机，大力发展新能源、清洁能源产业，在困境中寻求新的发展机遇。企业要
科学应对能耗双控挑战，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坚持走低能耗高效益的发展道路。

张立军强调，相关部门要经常深入企业，主动上门服务，了解企业实际
需求，精准精细提供服务，努力做好各类生产要素保障工作，为企业发展营
造更加优良的环境。

俞能、张勇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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