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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企业放在心 经济发展扛在肩

普陀公安打造“主题式”联勤警务站
03渔都警界

推进精神文明建设
打造更高水平全国文明城市

本报讯（通讯员 俞玮熠 王添
豪）日前，普陀区暨六横镇防汛防台
综合演练在六横举行。

演练模拟汛情期间可能出现的
一系列风险，分为桌面推演和现场演
练两个内容。桌面推演主要模拟极
端天气灾害下我区“五断”“五停”防
御应对工作，通过演练验证防汛防台
相关预案和指南的科学性、可操作
性；现场演练主要模拟六横遭遇台风
袭击，城区出现积水，部分区域出现
断电等险情。六横管委会防指开展
会商研判、应急处置、人员转移、城市
排涝和“五停”工作指引、灾后处置等
演练。整个过程贴近实战，参演单
位、指挥部、演练小组配合默契，达到
预期效果。

据悉，本次演练由区人民政府防
汛防旱防台指挥部主办，六横镇人民
政府防汛防旱防台指挥部承办。

普陀区暨六横镇防汛防台综合演练举行

检验实战能力 确保群众安全

本报讯（记者 徐丽佳 通讯
员 周欢欢 邵佳莉）“这样的榜单
不错。”“黑榜能否再出一期回头
看。”“持续关注。”……近日，最新
一期的普陀外卖餐饮“红黑榜”在
“中国舟山普陀”微信公众号公
示，引发市民关注，纷纷在评论区
留言。

该榜单上，一鸣真鲜奶吧、一
点点、茶百道等商户凭借良好的
环境卫生、规范的操作流程、齐全
有效的证件等荣登“红榜”，另有
多家商户因卫生不达标、操作不

规范等原因位列“黑榜”。“这段时
间，奶茶销量陡增，我们根据情
况，定了一期以奶茶店为主的餐
饮‘红黑榜’。”区市场监管分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6月起，以每月两
次的频率，公布外卖餐饮经营店
铺的食品安全管理情况，鼓励“红
榜”店铺，曝光“黑榜”店铺，督促
其整改，引导大众参与监督，守护
舌尖上的安全。

据了解，今年来，我区围绕全
域文明建设目标，积极探索文明
城市常态长效管理工作，创新推
出“文明红黑榜”工作制度，在涉
及群众切身利益、经济健康发展、
社会和谐稳定的重点行业、重点

领域推广延伸。
“‘文明红黑榜’涉及城乡环

境卫生、‘门前三包’、物业小区管
理、餐饮文明经营等方面，我们为
此还整合了各部门的相关资源信
息。”区文明办创建科（综合科）科
长徐涵哲说，榜单一经发布，通过
媒体曝光舆论监督，不断扩大影
响力，有力推动文明城市建设提
质增效。

前不久，我区还将乡风文明纳
入“文明红黑榜”中，在展茅街道
茅洋新村和桃花镇塔湾村试点开
设“我们的村榜”，用百姓话说百
姓事，深入挖掘群众身边各行各
业、不同类型的先进典型，宣传身

边好人好事。“希望通过上榜这个
形式，引导大家向先进学习，争做
崇高道德的践行者、文明风尚的
维护者、美好生活的创造者，营造
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做先进的
良好氛围。”展茅街道相关负责人
说。同时，我区还在沈家门街道
和东港街道设立了两个“榜样的
力量”宣传阵地，常态化宣传先进
模范人物。

“‘文明红黑榜’工作制度还将
不断完善，通过舆论和社会监督的
力量，引导更多人积极参与文明城
市建设，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让全
域文明建设工作进一步规范化、常
态化、制度化。”徐涵哲说。

我区积极探索文明城市常态长效管理

“红黑榜”引领全域文明新风尚

（据中国浙江自贸区舟山片区
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国务院批
复舟山港口岸5个港区扩大开放，
新增开放面积112.5平方公里，全
市开放总面积达1457.3平方公里。

据悉，本次新增开放面积主要
在5个港区，其中岱山港区69.18平
方公里，马岙港区1.55平方公里，白
泉港区15.36平方公里，金塘港区
24.45平方公里，沈家门港区1.92平
方公里，共涉及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
司、舟山惠生海洋工程有限公司、新
奥（舟山）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舟山
金能石化有限公司、浙江澳舟牛业有

限公司、舟山市普陀台贸物流中心有
限公司等6个省市重点项目。

目前舟山正在加快推进口岸验
收的前期工作，按照国家口岸查验
监管的要求，认真落实口岸查验基
础设施建设、整改，使项目尽快具备
扩大开放验收条件，早日通过国家
验收，尽早释放产能。尤其是浙石
化、新奥LNG等项目正式对外开放
后，将进一步助推浙江自贸试验区
打造油气全产业链、落实“一中心三
基地一示范区”发展战略，加快推动
全市乃至全省经济转型，构建开放
型经济发展新高度、新优势。

国务院批复舟山港口岸扩大开放
新增开放面积112.5平方公里，其中沈家门港区1.92平方公里

本报讯（记者 杨翼荣）时值炎
夏，用电用水压力骤增。根据区政
府印发的《普陀区贯彻落实国务院、
浙江省、舟山市扎实稳住经济一揽
子政策措施实施方案》要求，我区全
力落实“欠费不停供”政策，为小微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降低用能成本。

据悉，截至目前，“欠费不停
供”政策共惠及个体工商户和小微
企业550户，缓缴金额达188.56万
元，未发生停电停水停气情况。凡

电压等级不满1千伏的个体工商户
和中小微企业，今年不分摊天然气
发电容量电费等费用，截至7月底，
累计减少企业电费支出约75万元。

针对“瓶改管”五小行业工商
户的用气报装，每户平均减免2000
元左右。蓝焰燃气有限公司普陀
分公司按规定执行，已报装8户。
各通信行业主动承担企业社会责
任，中小微企业宽带与专线平均资
费下降10%左右。

“欠费不停供”政策助力企业纾困
惠及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550户，缓缴金额达188.56万元

本报讯（记者 励佳）昨天上
午，区委书记孙志龙赴多地检查全
国文明城市建设管理工作。他强
调，各地各部门要在思想上高度重
视、行动上迅速跟进，精益求精抓
好细节，常态长效巩固成果，全力
推动文明城市建设再上新台阶。

在东港市场及周边区域，孙志龙
一路走、一路看，检查了市场环境
卫生、沿街店面整治等情况。他
指出，要主动引导经营户和群众
形成文明习惯，对杂物乱堆、车辆
乱停、私搭乱建等问题立行立改，
共同维护和谐、文明、有序的城市
面貌。明秀园小区正进行老旧住

宅小区改造，孙志龙检查了现场
施工秩序和小区环境卫生，要求
进一步明确施工范围，制定提示
标志，划分晾晒区域，切实做到文
明施工。

近日，随着部分渔船解禁出
海，舟山国际水产城进出车辆和人
员增多。孙志龙检查了水产城干
品交易区及周边背街小巷环境卫
生、市容秩序。他指出，企业主体、
属地部门、行业主管部门要压实责
任、齐抓共管，突出重点抓好环境
整治，严格规范守好“小门”，营造
更加整洁有序的市场环境。

在东港街道南岙村，孙志龙检

查了社会治理综合服务站、文化礼
堂、公园等，详细了解了环境卫生
整治、基础设施管理、公益宣传等
情况。他指出，要对标对表相关要
求，持续做好垃圾分类、门前屋后
环境整治、公益广告补缺等工作，
为村民打造更加舒适、安心的居住
环境。

孙志龙还检查了养老公寓建
设工程及周边环境卫生情况。

孙志龙强调，文明城市建设管
理工作关乎城市形象、关乎居民生
活品质，各地各单位要切实增强责
任感、紧迫感，严格落实各方责任，
形成整体工作合力，建立健全长效

管理机制，牢牢巩固来之不易的建
设成果。要紧抓重点区域，盯住细
节末梢，做到心中有标准，眼里有
问题，不放过任何一个“瑕疵”，不
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要
加大巡查管理力度，发现沿街店铺
占道经营、广告外贴等行为及时落
实整改；要加快对全区绿化带的清
洁、维护和补种工作，为市容市貌
添绿增彩；要以“绣花”功夫做好公
共区域的卫生保洁工作，做到全方
位、无死角、无漏洞；要对破损、老
旧公益广告及时更新维护，营造向
好向善的城市风尚。

李明参加检查。

孙志龙在检查全国文明城市建设管理工作时强调

精益求精抓好细节
常态长效巩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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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郭杰 通讯员 林洁)昨天上午，
区政协召开六届四次常委（扩大）会议。区委副书
记、区长徐炜波通报我区上半年经济运行和社会发
展情况。区政协主席夏凯慧主持会议。

徐炜波说，今年以来，区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
中央和省委、市委、区委各项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聚
焦“现代海洋产业新高地、现代品质海岛大花园、现
代社会治理新样板”发展定位，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奋力推进“两个先行”,全区经济社会呈现稳中
向好发展态势。

就下半年重点工作规划推进，徐炜波指出，要坚
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发挥“七张问题清
单”带动全局作用，坚决落实稳经济一揽子措施，确
保实现全年红。要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强化项目谋
划，狠抓“招商引资”一号工程，把招商、项目建设作
为下半年工作重要抓手，确保取得成效。要加速全
域建设海洋科技创新港，引导船舶修造业高端化、水
产加工业高值化发展，培育壮大战略性支柱产业，加
快抢占海洋产业发展制高点。要大力打造大宗商品
资源配置高地、区域能源贸易结算中心，加快推动基
于双循环的平台建设，教育、医疗、金融等机构和国
有企业、事业单位的数字化改革工作。

徐炜波表示，目前我区正处在大有可为的黄金
机遇期、跨越发展的重要窗口期。希望区政协及各
位委员能主动融入全区发展大局，勇于担当、深化履
职，围绕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海洋产业发展、
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参政议政、建言献策。

本报讯（记者 胡晓 通讯员 林
函萍）记者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了解
到，截至8月1日，全区退役军人优待
证已申领5041份，申领比例已超过
75%，预计本月底完成全面申领。

据悉，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将退
役军人优待证发放工作列入今年重
点工作清单。5月初首发优待证以
来，该局及各地退役军人服务站逐
一与辖区退役军人取得联系，征询
相关申领事宜。针对部分退役军人

行动不便和外出工作等情况，采取
了集中点办理、上门办理等方法，让
退役军人最多跑一次、跑一地，海岛
地区还可以做到数据跑路、工作人
员跑腿，方便退役军人申领。

目前，退役军人优待证申领还在
进行中，全区各地通过召开会议、悬
挂横幅、发放宣传单、村广播、朋友圈
推送等方式，广泛宣传优待证申领工
作，告知申领相关信息，尽最大努力
扩大宣传覆盖面和办理知晓率。

退役军人优待证申领工作加快推进
截至8月1日，全区退役军人优待证已申领5041份，预计

本月底完成全面申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