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通往鲁家峙的
沈家门港海底隧道内，经
过更新的34组历史对比
照片重新上墙，吸引了众
多市民驻足欣赏。

（记者 杨叶梅 罗沛文
通讯员 赵引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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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谈
近 日 ，

星辰海洋通
信 技 术（浙

江）有限公司正式启动运营，普
陀智慧海洋建设再添生力军。

现在的海洋已经不是由海
岸线、海岛和海水构成的空间组
合概念，而是包括在海洋载体中
认知海洋、经略海洋的人类活动
的总和。智慧海洋就是数字经
济时代诞生的一个新理念，它是
运用工业大数据和互联网大数
据技术，实现海洋资源共享、海
洋活动协同，挖掘新需求，创造
新价值，达到智慧经略海洋的目
的。可以说，智慧海洋产业是国
家开发海洋的神经系统，也是海
洋经济的朝阳产业。

舟山是全国智慧海洋四个
核心示范区之一，普陀是核心中
的核心。近年来，普陀的智慧海

洋产业借风起航，以海洋通信、
海洋大数据、海洋智能应用为代
表的特色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
现。

数字经济时代，产业的迭代
升级将被打上更深刻的“数字烙
印”，从生产要素的转变到产业链
的重构，谁能在智慧之路上先行
一步，谁就能掌握发展先机，赢得
未来。海洋经济是普陀的传统产
业，也是优势产业，但要延续优势
有时候却恰恰要反传统。智慧海
洋产业是“蓝海经济”，蕴育着机
遇与希望，普陀要立足自身资源
与区位优势，通过搭建一批创新
平台、引入一批重大项目、引进一
批高精尖人才，加快数字赋能产
业的步伐，尤其是要在绿色海洋
大数据中心、绿色修船数字化指
挥中心、海洋网络通信领域有谋
划、有行动、见成效。

星辰大海之间有未来
□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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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管理力度，强化重点监管，加强对经营环节违禁渔获物管控
我区开展禁渔期“一打三整治”专项行动

疫情期间,老年人如何加强个人防护

本报讯（记者 程星星 通讯员
唐伟）近日，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省
财政厅公布2022年度生产制造方式
转型示范项目计划实施名单，我区
两项目入选，分别为舟山市正山智
能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期（未
来工厂）新建项目和浙江海欣水产
有限公司海洋鱼类蛋白源高值化产
业智能示范工厂项目，为全市四县
区唯一，最高可获3000万元省级补
助资金支持。

据悉，两企业项目计划总投资

分别达8000万元和约1.16亿元，其
中舟山市正山智能制造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二期（未来工厂）项目建成
后，年生产6000吨产品，每年可节约
柴油15吨和电力60万千瓦时，人工
可减至10余人；浙江海欣水产有限
公司海洋鱼类蛋白源高值化产业智
能示范工厂项目拟创建数字化、信
息化高度融合的海洋鱼类高值化利
用技术创新中心，建成1条年产15
吨低值海洋鱼类蛋白源抗氧化肽的
智能化生产线。

省级转型示范项目计划实施名单公布

我区两项目入选

本报讯（记者 程星星 通讯员
邵佳莉）“老车子提前办理置换，4个
电瓶抵下来是400元。”昨天，在东
港一电动车专卖店，市民戎女士在
此置换新国标电动自行车，店长戎
静静告诉她，不同型号的车，都有相
应的优惠补贴。

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我区
已全面启动非国标电动自行车淘汰
置换工作。全区设置了84个临时回
收代办点，置换淘汰截止时间为9
月30日。

在大润发电动自行车卖场，经营
者刘女士告诉记者，这几天，店内每天
都有不少来咨询和置换的市民。“我骑
了快6年的旧车，置换了一辆价格
3000元的新车，计算旧车回收价和一
些相关优惠折扣后，实付2200元，感
觉挺实惠。”市民车先生说。

据了解，目前，全区备案非国标
电动自行车共14.3万辆。在9月30

日前淘汰的备案非标电动自行车，
可按市场价格享受车辆回收、以旧
换新等优惠，市民可通过“浙江e行
在线”微信小程序，查询淘汰置换政
策各优惠内容，自由选择形成个性
化优惠套餐，系统会自动估算套餐
优惠额度。选择确定之后，只需携
带本人身份证和备案的非国标电动
自行车，前往已审核通过的淘汰回
收代办点办理即可，实际优惠额度
以在销售门店置换时兑现为准。

据介绍，本次淘汰置换将全程
通过“浙江e行在线”线上平台进
行，代办点商家需将新车价格、回收
价格均上传至平台，针对回收的旧
车，将实行“源头注销、中间置换、后
端回收、末端销毁利用”的全闭环数
字化管理。此外，根据《浙江省电动
自行车管理条例》，自明年1月1日
起，任何非国标电动自行车不得上
路行驶。

非标电动自行车淘汰置换启动
市民可通过“浙江e行在线”查询相关优惠内容

本报讯（记者 王梦倩 通讯
员 林洁）暮色渐沉，展茅街道泰和
路，1302路公交车在一块临时公
交站牌旁停下，几名刚下班的工人
有序上车，随着一阵轻微的关门
声，车辆继续朝沈家门方向驶去。
“有了这个临时站点，园区内的工
人上下班方便多了。”区政协委员、
舟山市嘉誉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总
经理陈军说，投入使用一个月，听
到了不少赞扬声。

临时站点的设立，还是要说到
前不久举行的一场“民生议事堂”
协商议事会。当天会议在展茅街
道黄杨尖村路下徐举行，主题是：
展茅工业园区增设公交站点。作
为政协基层履职小组成员的陈军
在会上发了言。“展茅工业园区企
业增多，近千名工人有公交出行需
求，但之前的公交规划无法满足需
要。”会上，来自展茅的企业普遍表
达了同样的想法，展茅街道、经开
区管委会、区交通运输局、舟山市
公交公司第三分公司的相关负责

人，听取意见建言后，现场就相关
建议达成初步共识。

“最终，我们对站点和班次都
进行了调整，增加了上下班高峰期
的班次，街道和公交公司每年增加
补助。”区政协委员、展茅街道党工
委副书记、履职小组组长贺维科
说，从协商会到站牌落地仅用时一
个星期，对于会上提出的在工业园
区新增公交总站等建议，也初步采
纳，正在争取通过项目审批，“待丰
宇路贯通，我们也会对站点进行适
当调整，进一步扩大公交线路覆盖
面，让更多企业员工获益。”

把协商会议开到群众家门口，
把话筒交到群众手上。今年，区政
协在去年打造东港街道及展茅街
道两个“民生议事堂”示范点的基
础上，按照“不建机构建机制”的原
则，在各镇、街道、管委会全面搭建
“民生议事堂”平台，推动政协协商
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

“全岛供水一体化项目终于能
落地实施了，这件事期待已久，完

工后村民都能喝到同质同价的
水。”前不久，在虾峙召开的“民生
议事堂”协商议事会上，东晓村村
民代表朱永仕高兴地说出了心里
话。会上，围绕全岛供水一体化项
目，大家纷纷为完善项目方案出谋
划策。本月初，虾峙镇全岛供水一
体化项目开始施工，管线总长度9
公里，工程概算总投资1499.06万
元。

在桃花镇的协商会上，翁丹红
委员建议设计富有桃花特色的伴
手礼包装，提升招牌意识，桃花镇
党委副书记陈祺豪当场拍板。很
快，最新的伴手礼包装盒设计完成
并投入使用。

从民生工程到产业发展，从城
市建设到乡村振兴，区政协在各
镇、街道、管委会接连开展“民生议
事堂”活动，并邀请有关党政部门、
利益相关方代表等共同参加、共同
商议，大家畅所欲言，充分发表意
见建议。会后，各部门第一时间落
实行动，尽快让这些民生“小事”落

地落实。同时，为更好推进政协协
商同基层协商有效衔接、同社会治
理相结合，区政协结合实际制定出
台了《普陀区政协全面推进“请你
来协商?民生议事堂”建设工作方
案》。

此外，每个“民生议事堂”都配
有基层政协委员履职小组，由各
镇、街道、管委会联系政协工作的
相关负责人担任组长，实现基层履
职小组全覆盖。目前，10个“民生
议事堂”已在基层生根，基本形成
了“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
人商量”的基层协商民主新格局，
并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做好跟踪
督办，让协商成果落地，把实事办
好，把好事办实。

据悉，下一步，区政协将通过
“平台建设、履职小组、活动开展”
三个全覆盖和“民生议事堂、委员
工作室、社情民意点”三位一体建
设，提升开放度、共识度、满意度，
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奋力建设现
代化新普陀贡献政协智慧与力量。

区政协全面推进“民生议事堂”平台建设

把协商会议开到群众家门口

本报讯（记者 励佳）昨天上
午，区委书记孙志龙在调研沈家门
街道时强调，要有爬坡过坎、滚石
上山的决心和毅力，积极发扬普陀
人能吃苦、胸怀大、视野宽等优良
传统和作风，将“产业为王”理念贯
穿发展始终，把沈家门打造成普陀
辨识度最高、最具有生机活力、最
能展现舟山城市形象的宜居宜业
宜游渔港新城。

孙志龙首先来到中兴社区，查
看了部分易涝地块，听取了各项防
洪排涝措施落实情况。在扬帆集
团，孙志龙详细了解了企业生产经
营情况。他指出，经过一系列调整
和重振，扬帆集团今年订单多、生产

旺，发展势头值得肯定。相关职能
部门要深入企业开展“三服务”活
动，多倾听企业所需所盼，想方设法
解决企业发展的难点和堵点，为企
业顺利交付订单保驾护航。企业要
苦练内功，提升现代化修造船技术
与水平，持续增强核心竞争力。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沈家
门街道负责人介绍了各项工作开
展情况及下步计划。孙志龙指出，
近年来，沈家门街道作为普陀城市
有机更新的主战场，推进了多轮旧
城改造，实施了一批“城中村”拆迁
整治，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走在全
区、全市前列，传统工业产业、特色
商贸产业取得发展，整体工作成效

值得肯定。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
要进一步更新发展理念，提升能力
本领，加大攻坚克难力度，建立完
善一批长效机制，“地毯式”推进城
市有机更新。

孙志龙强调，要立足优势，以
产业作为城市的经络和血脉，走出
一条港产城融合的发展道路。要
提升传统产业，以舟山国际水产城
的转型升级为抓手，加快整合码
头、企业资源，开发建设“普渔乐”
集成平台。要壮大文旅产业，既要
推动各类商贸综合体建设提升，也
要理清城市历史脉络，保留老沈家
门文化印记。要发展城市经济，盘
活闲置地块，引入能带来人气集聚

的产业业态和休闲场所，提升区块
活力。要破解难题，以复兴为要求
推进城市有机更新，有效提升城市
管理水平。要科学规划城西片区
建设，做好宝龙地块整体运营管
理，下大决心整治滨海大道普陀段
沿线环境，同时谋划建设一批公共
基础配套设施，补足民生短板。要
研判形势，以稳定为前提提升现代
化治理水平。党员干部要“进得了
群众门，说得了群众话”，积极发挥
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持续
深化党建品牌建设，确保疫情防
控、安全生产、征地拆迁、社会化治
理等各项工作顺利推进。

周吉敏参加调研。

孙志龙在调研沈家门街道时强调

打造宜居宜业宜游渔港新城

本报讯（记者 郭杰 通讯员
徐佩）近日，由舟山正丰渔业专业
合 作 社 委 托 打 造 的“ 浙 普 渔
62258”“浙普渔 62288”玻璃钢带
鱼钓渔船投入使用，从沈家门渔港
启航前往渔场作业。这是我区自
主设计打造的首批新材料渔船。

此次出航的两艘渔船通体白
色，船身总长 35.2米，船宽 6.18

米，型深2.5米，是目前浙江省最
大的近海玻璃钢渔船。船体采用
玻璃钢材料打造，在节能环保、维
修保养、抗风等级、经济型舒适性
等方面优势明显。同时，两艘渔船
采用新型带鱼延绳钓作业，属环境
友好型、资源节约型作业方式，在
禁渔期间也可正常生产作业。

据悉，这标志着普陀新材料渔船

制造技术的进一步成熟，也是我区加
快渔船装备绿色转型一个缩影。

据了解，2017年9月，舟山（普
陀）国家绿色渔业实验基地获国家
农业部批复。渔船装备升级改造
工程作为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被
列入《国家绿色渔业实验基地建设
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
以玻璃钢渔船为代表的新材料渔

船在我区步入了发展快车道。根
据行动计划，我区进一步加大了国
内外玻璃钢行业先进技术和人才
引进力度，集聚玻璃钢渔船设计研
发、监理监造、检测检验等单位，逐
步构建设计、研发、制造、销售为一
体的玻璃钢船舶综合产业链，全力
打造全国玻璃钢渔船中心。

普陀自主设计打造的首批新材料渔船投用

渔船装备绿色转型驶入快车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