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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丽佳 励佳 通
讯员 宋海杰）近日，沈家门污水管
网修复工程开工，旨在进一步完善
城市基础设施，提升城区形象。

11月23日晚，沈家门船厂路一
处施工点，施工人员使用高压水枪
疏通冲洗污水管道，并使用内窥机
器人摸排管道情况，保证施工前管
道平滑无锐刺物。随后，施工人员
合力将修补材料拉入管道，充气保
压，使其完整贴合原管道，紫外线光
固化机器人随后对充气管道进行固
化，之后再次通过内窥机器人检查
管道修复情况，确保固化成果。

“由于沈家门城区管网建设年
代和运行时间较久，道路局部管网
渗漏现象严重，经检测，需对整个沈

家门地下管网进行修复，此次修复
工程采取的非开挖工艺，避免造成
交通拥堵，大大提升修复效率。”区
市政管理处相关负责人说，传统的
管道开挖修复方法存在开挖面大、
工期长、成本高等缺陷，而此次沈家
门污水管网修复工程，大量使用非
开挖工艺，采用局部树脂固化和原
位固化法相结合的技术，工艺则如
同“微创手术”，仅需将玻璃纤维增
强的软管放至破裂管段，充气膨胀
后固化，形成高强度内衬，便可达到
修复目的。

沈家门污水管网修复工程施工
造价约1817万元，工期90天，主要
涉及沈家门东海中路、兴建路等11
条道路，主要修复其下方污水管道
重大缺陷部位，并补强部分管道结
构，修复污水管道长度约 11.8公
里。工程完工后将有效提升沈家门
老城区排水管网运行的稳定性，减
少污水管道冒溢等问题，提高市民
出行环境安全性与舒适性。

沈家门污水管网修复工程开工
涉及东海中路兴建路等11条道路，修

复污水管道长度约11.8公里

日前，桃花镇以“桃花红 争先锋”为主题，开展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宣讲活动。该镇多名村支书上船头、下田间、进景区，以朴实接
地气的语言，广泛宣讲全会精神。 （记者 刘珈伶 通讯员 王雨璐）

本报讯（记者 王梦倩 通讯员
何孟辑 殷思丹）11月24日，区农业
农村局的“E网扫净—农村生活垃
圾分类”特色应用被列入全省农业
农村数字化改革第一批“优秀应用”
名单，是我市唯一一个列入省厅名
单的项目。该应用此前已在展茅街
道黄杨尖村上线，有力推进了该村
垃圾分类工作，村民分类积极性显
著提高。

这是我区全力提升渔农村人居
环境的一个缩影。记者从区农业农
村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区大力开
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专项行动，解
决房前屋后垃圾乱堆乱放、非法搭
建等问题，截至目前，累计清理陈年
垃圾10万余吨，整治乱堆乱放2398
处、乱贴乱画1445处、露天粪缸703
个，并做好违建建筑、板台乱搭建等
拆除工作。

人居环境整治力度不断加大，

长效机制建设也及时跟进。我区制
定了“一张网格管到底、一把尺子量
到底、一把扫帚扫到底、一把积分奖
到底”“四个一”环境整治长效机制，
并出台《普陀区渔农村环境卫生长
效管理暂行办法》，建立起区、镇（街
道、管委会）、村三级联动的工作推
进机制，为渔农村环境卫生长效管
理提供保障。同时，渔农村环境卫
生工作还被纳入乡村振兴综合考核
内容，实行“不定时暗访、红黑榜晾
晒、一季一考评”的督考机制。我区
通过招投标委托第三方，按季度对
全区61个行政村进行机制、实绩考
评，并将考评成绩予以通报，并在
《今日普陀》等媒体公示。

“下一步，我们将以标准化提
升、品牌化经营、数字化融合为新路
径，高质量持续推进渔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提升工作。”区农业农村局相
关负责人说。

我区加快提升渔农村人居环境

（本报综合消息）连日来，我
区各镇、街道、管委会分别召开会
议，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大家表示，要把学习宣
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
把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到工作中，
以新担当新作为在新征程上创造
新业绩。

六横管委会召开党委（扩大）
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会议指出，要把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到
当前重点工作中，担当作为，脚踏
实地，营造激情创业的干事氛
围。要慎终如始抓好疫情防控，
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大力
推进共同富裕，深化数字化改革，
抓好社会安全稳定，加强党的全
面领导和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确
保各项工作积极稳妥推进，取得
实际成效。要全面对标对表任务
目标，找准着力点和突破点，抢抓
机遇、改革突破、加快发展。

桃花镇召开专题学习会议，传
达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会议指出，全镇上下要坚持
深学细悟，全面准确把握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真正做到学
懂弄通、学深悟透，切实增强学习
贯彻落实全会精神的思想自觉、
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下一步，
桃花镇会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建
设共同富裕主题主线，奋力打造
“重要窗口”桃花靓丽风景，深入
推进全域旅游之镇、产业升级之

镇、品质宜居之镇、和谐安定之镇
建设，为高质量打造新时代“海上
桃花源”实现共同富裕而努力奋
斗。

虾峙镇召开专题学习会议，传
达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会议要求，全镇党员干部要
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
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
感、现实紧迫感，迅速在全镇兴起
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的热潮，
推动全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要做到深学细学，推动全会精神
入脑入心；要抓好宣讲宣传，推动
全会精神走深走实；要注重学以
致用，推动全会精神落地落细。

东极镇召开专题学习会议，传
达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学习成
果转化为推动各项工作高质量发
展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
觉。要进一步加深对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
和掌握，做到学深悟透、融会贯
通，并将其作为推进各项工作的
根本遵循。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
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实际成效，
紧盯共同富裕乡村振兴、未来海
岛数字赋能、疫情防控等重点任
务、重点项目，完善思路举措，以
实实在在的成绩体现学习贯彻全
会精神实效。

沈家门街道召开专题学习会
议，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会议指出，党员干部要

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做为当前首
要政治任务，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全会精神学习上来。要做好
“六讲六做”工作，把全会精神通
过多种形式传达到基层；要结合
街道正在推进的城市有机更新，
做好城市管理工作；要注重社会
维稳，给与群众安心的生活环境；
要坚持党建引领，全面加强党的
领导。

东港街道召开专题学习会议，
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会议指出，要全面系统学习
领会全会精神的丰富内涵与核心
要义，高质量开展宣讲活动，确保
全会精神传达贯彻到每名党员，
切实增进各类社会群体的政治认
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要紧密
结合实际，做好转化文章，奋力推
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把学
习贯彻全会精神与做好岁末年初
各项工作结合起来，争先进位、走
在前列，在高质量发展中展现东
港作为。

展茅街道召开专题学习会议，
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会议指出，要把全会精神转
化为谋划工作的正确思路和推动
发展的具体举措，紧密结合实际，
做好转化文章，奋力推动展茅各
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持续走好
渔农村一二三产、农文旅融合发
展之路，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夯
实乡村振兴发展根基。要进一步
挖掘提升五匠文化、孝文化、渔文
化、红色文化、农耕文化等特色内

涵，持续推进“一村一品”“全景展
茅”建设。

蚂蚁岛管委会召开全体干部
职工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会议指出，要强
化学思践悟，兴起学习热潮，做好
宣传宣讲，抓好全员培训，凝聚干
事创业强大合力，引导干部职工
进一步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
之舵，在新征程上做出新业绩；要
推动知行合一，持续发力建基地，
尽心竭力惠民生，千方百计保稳
定，久久为功强党建，奋力交出经
济社会发展高分报表。

白沙岛管委会召开专题学习
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会议指出，要迅速掀起学
习宣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的热
潮。全体党员要响应党的号召，埋
头苦干、勇毅前行，把学习贯彻全
会精神转化为奋进新征程的强大
动力，提振精神，以学促干。

登步岛管委会召开专题学习
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会议指出，要将学习
全会精神作为全岛党员干部“必
修课”，充分发挥领导干部领学促
学作用，使全会精神入脑入心；要
着力提升工作效能，将问题整改
转化为破解难题的有效对策；要
坚持学思践悟，奋力推动共同富
裕，从全局视角和长远眼光统筹
谋划农业、渔业、文旅等项目，通
过土地流转、资本引入等方式，盘
活闲置土地资源，推动全岛旅游
“大景区”建设。

我区各地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以新担当新作为在新征程上创造新业绩

宣讲接地气 精神润人心

本报讯（通讯员 刘宇翔 王占
龙）昨天，在区行政服务中心公安窗
口，户口为安徽省亳州市涡阳县的
高先生，为孩子办理新生儿入户申
请，民警快速受理了该项业务，在与
涡阳警方取得联系后，当场就完成
了业务办理。新的户口簿将由涡阳
警方通过快递寄达。这是我区受理
完成的全市首笔长三角区域新生儿
入户“跨省通办”业务。

“今后，长三角区域户籍居民可
在实际居住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新
生儿入户，不再需要在实际居住地

和入户地之间来回奔波。”区行政服
务中心公安窗口负责人张喻介绍，
在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
全域内出生并取得《出生医学证
明》，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上述四地户
籍居民，随父或随母在长三角区域
家庭户内申报出生登记的新生儿，
其父(母)可在实际居住地向公安机
关提出跨省(市)新生儿入户申请。
办理该项业务时需提供新生儿父母
《居民身份证》《居民户口簿》《结婚
证》及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等相
关证明材料。

长三角区域新生儿入户实现“跨省通办”

普陀受理完成全市首笔业务

28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孙志龙任普陀区委书记
日前，省委决定：孙志龙同志任中共舟山市普陀区委委员、常委、书记，

张立军同志不再担任中共舟山市普陀区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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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首例远程视频询问笔录在普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