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热线：63012345 责任编辑：黄旭晖 今明气象：［今天］多云/气温：最高33℃，最低25℃ ［明天］多云转阵雨/气温：最高35℃，最低26℃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3-0046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2022年7月
农历壬寅年六月初六

星期一

www.cxnews.cn

4
今日4版◆第11640期

中共慈溪市委主管主办

在慈溪，你一定留意过这
些变化。

相较之早些年本土消费市
场单一、休闲去处匮乏，市民
一空闲就想往外走的习惯，最
近的慈溪如同雨后春笋般，冒
出了一爿爿风格各异、新奇有
趣的店铺，让人在每一个闲暇
时刻，都能充满期待地找寻目
的地。

若是你爱喝咖啡，街头巷
尾、商场店铺里，品质出色的
咖啡馆你花上一个月都打不完
卡；如果你爱下馆子，别说国
内五湖四海的地方菜，就是世
界各地的美食都能探寻一二；
甚至你就想找个地方发发呆，
手机一搜，茶馆、酒馆、影
院、手作店，凡是你想得到
的，都以各种形式完美呈现
着。

而这些店铺存在前，它所
在的位置又是个什么样子呢？
细想之下，有老旧小区的店
面，有城中村的旧宅，有废弃
的工业厂房，有乏人问津的老
街铺子……它们趁着改革更新
的东风，摇身变出了新的模
样，以旧时韵味、以现代新城
等多种姿态，为有想法的人们
提供最好的创业环境，继而还
给慈溪一个更好的消费市场。

无疑，这座城市的现代味
更浓了。

老旧厂房变身网
红打卡地

随着日头偏西，担山北路
上，两排笔直浓郁的行道树列
队相送下班归家的路人。仅一
行之隔，是一座通体灰色的平
顶建筑，在大部分往来这条马
路的人记忆中，这是一处盖了

好多年的厂房。
改变始于今年五月。这座

年份已久的厂房，重新粉刷了
墙体，安置了通透的全景玻
璃，三五帐篷零星点缀于一大
片浓绿的草坪间，一座西海岸
现代风的咖啡馆以崭新面貌迎
接志趣相投的客人。

咖啡馆名叫 Camper Ca⁃
fe，由上下共 300平方米的开
放空间和占地近一亩的草坪组
成。之于慈溪的咖啡市场，
Camper Cafe犹如一匹异军突
起的黑马，没有从“小”做起
的尝试，却在极短时间迅速成
为时下桥城最为热门的咖啡馆
之一，前去“打卡”拍照、品
咖啡、体验城市露营的人群络
绎不绝。与线下实体生意火爆
成正比的，是它在桥城各类社
交平台上的超高出镜率。随意
打开微博、小红书、大众点评
等热门软件，选择同城分类

后，Camper Cafe就牢牢抓住
了你的视线，三五条刷下来，
顿时让人萌生亲自去体验的念
头。

想要有一个平台和朋友聚
在一块，这是这家咖啡馆 95
后主理人陆宏升之前的初衷。
上哪儿去找一块得天独厚的店
址呢？陆宏升把目光瞄准了自
家公司的这间厂房，“从功能
性上来讲，它已经完成了最初
的工业生产的使命，也在市场
大环境的变化下逐渐从历史舞
台谢幕，如何赋予它新的生
命，我认为当下正是最好的时
机。”

无独有偶，在浒山街道国
道线旁，一座名为“糖坊里”
的小商圈正在积聚桥城新热
度，废旧房屋变身商业区的故
事同样在这上演。“糖坊里”
的前身是一家木材公司，近
5000平方米的厂区在很长一

段时间里处于废弃状态。“老城
区的发展空间一直以来都较为紧
张，没有更多外扩空间的我们要
想获得更多的可利用资源，只能
通过拆迁或者改造提升来实现。

‘糖坊里’就是改造提升原有旧
房屋的成熟案例。”浒山街道办
事处副主任叶炯说。

为了扭转使用率低下、人流
量几乎为零、整体环境老旧的现
状，浒山街道开启“糖坊里”计
划，对原有房屋进行高标准改造
提升，并通过招商引资成功吸引
十家宁波地区的网红店进驻：泸
溪河、洪记点点心、豪渝重庆火
锅……随着一家家广受好评的店
铺陆续开张，“糖坊里”一跃成
为人气爆棚的休闲好去处。

除了“糖坊里”，在浒山街
道的街头巷尾，高品质、有特色
的小店也是层出不穷。从市政府
出发，沿着三北大街往西，行至
孙塘路向南，（下转A3版①）

且将老旧变新奇
——推动县域经济向都市圈经济转型发展·住宅更新篇

■全媒体记者 胡格格
本报讯 “现在慈溪有留

工优工补助、失业保险稳岗返
还等不少惠企政策，而且企业
职业技能等级自主认定也已在
我市重点企业开展……你们有
什么需要人社部门服务的，我
们一定竭尽全力。”“太好了，
我们正为企业技能人才培养发
愁，这自主认定如果也能在我
们企业内部开展，那这个问题
就好解决了。”日前，在正大
集团慈溪园区内，面对专程赶
来“访企问需”的市人力社保
局三服务工作小组，公司相关
负责人喜出望外。走访后，市
人力社保局派专人第一时间与
企业人力资源负责人对接，目
前正大慈溪园区正积极筹备申
报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试点企
业，预计 7 月份纳入试点名
单。

助企纾困谋发展，慈溪人
社在行动。近期，市人力社保
局干部职工深入企业一线开展
稳就业惠民生攻坚行动，他们
听呼声、送政策、出点子、解

难题，千方百计减轻企业负担，
为企业转型发展提供要素支撑。

顶格落实纾困政策，让企业
发展步子迈得更稳。年初，市人
力社保局工作人员走企业进车
间，广泛宣传留工优工政策，鼓
励外来务工人员留慈过年、及早
返岗，保证企业年后开足马力投
入生产。月立集团有限公司去年
底订单较多、生产繁忙，在留工
优工政策引导下，企业 2000多
名外来员工中有 300多人留慈，
由于生产需要春节期间也是加班
加点，确保企业及时完成订单。
目前，经人社部门上门指导，该
公司申报留工优工政策的职工有
1455 人次，申报金额 68.56 万
元。据介绍，自3月份以来，全
市累计已发放留工优工系列补助
2100多万元。

除了开展支持企业留工优工
促生产等系列举措外，今年，市
人力社保局通过多渠道加大宣传
解读力度，（下转A3版③）

落实政策百分百 解决问题实打实

“零距离”纾困解难
为企业发展赋能

■全媒体记者 陈利群
通讯员 陆柯权 黄远鑫

本报讯 春夏季节，周巷
镇辖区内不少河面水绵、浮
萍、浮泥等漂浮物较多，特别
是浮泥，易打散，人工打捞难
度较大。近日，在该镇民乐横
江的水面上多了一个特殊的机
器，它像是一个“水面吸尘
器”，能自动收集水面浮油、
浮渣、浮泥、浮萍、垃圾等多
种漂浮物，使浮萍疯长现象得
以高效控制，守护着河面的洁
净。

“这个是太阳能自动漂浮
物收集器。”该镇相关工作人
员介绍，这种太阳能“水面吸
尘器”能自动收集水面浮油、
浮渣、浮泥、浮萍、垃圾等多
种漂浮物，水面清洁能力为
200平方米/小时。周巷镇水系
众多，以往水面保洁基本靠人
工，该设备的投用提升了河道
保洁效能，同时减轻了河道养
护工人的劳动强度。

据介绍，该装置防腐性能

好，可在水中长期运行，运转稳
定无噪音，操作维护简单，既可
以清理水草树叶等常见垃圾，也
可以吸收浮油、柳絮、浮泥等人
工不易打捞的漂浮物，一天下来
可以收集约8公斤以上的水面垃
圾，且在清洁的精细度上有较大
优势。该设备采用太阳能电池供
电，无需外接电源，每日阳光照
射2小时以上即可保证设备24小
时连续运行，内置蓄电池充满电
后可保证设备连续3个阴雨天内
正常运行。除此之外，节能型水
面漂浮物收集器整机重量仅为
65公斤，只需要两到三人即可
轻松移动，方便在河道上挪动使
用。

目前，周巷镇已先期试点投
用4台收集器，通过一个多月的
试运行，该设备拥有不堵塞、微
功率、无噪音、效果稳定、无人
值守等诸多优点，成为传统人工
打捞作业的有益补充，有效提高
了河道保洁的效率和质量。下
步，周巷镇将在辖区主要河湖，
尤其是农村生活污水排放较多及
落叶比较多的河段逐步推广应用。

科技赋能河道养护

周巷“水面吸尘器”
巡河保洁

■全媒体记者 何晨薇
通讯员 柴铮巍

本报讯 每天打开“学习
强国”学习平台，读文章、看
视频、答题目成为当下广大党
员和群众的“必修课”。这
不，为了检验学习成果，6月
24日，在桥头镇举办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学习强国”擂台
赛，8位村民强强对决，最终
分出了名次。

当天上午，从众多报名者
中脱颖而出的8位选手早早来
到毛三斢村文化礼堂，他们分
别是来自丰潭村的杨余甜、五
姓村的毛文杰、潭河沿村的惠
迪夫、烟墩村的罗雪、毛三斢
村的余天、上林湖村的陈哲
锋、五丰村的沈央青、小桥头
村的余铅。

第一轮比赛前，8位选手
通过线上随机抽签形式确定了
比赛对手。上午 10时，现场
主持人宣布比赛开始。方桌
前，四组选手面对面落座，打
开“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上的

“双人对战”，人手一部手机开启
激烈角逐，以率先达到100分的
一方判为胜利。与此同时，现场
大屏幕投送四组比赛的精彩实
况。通过第一轮比赛，来自丰潭
村的杨余甜、烟墩村的罗雪、毛
三斢村的余天、五丰村的沈央青
四名选手成功晋级下一轮。

第二轮比赛，两组选手同时
展开比拼，比赛过程更加激烈、
比分更加胶着。关键时刻，罗雪
和沈央青脱颖而出，获得胜利，
进入最终的第三轮决赛比拼。最
后决战的时刻到了，观众屏息凝
神，时刻注意着台上的比分，在
紧张和期待中，最终，沈央青以
绝对优势获得本次文化礼堂学习
达人学习强国擂台赛的一等奖，
二等奖被罗雪揽收，杨余甜和余
天获得了三等奖。

“今天的比赛太激烈了，其
他村选手的实力也非常强，能够
代表本村与众多高手比赛并取得
胜利，真的非常激动。”获得一
等奖的沈央青说，自己是学习强
国最早一批学习者，（下转A3版
④）

谁是最厉害的“学习达人”

桥头村民“学习强国”
擂台赛上比高下

■全媒体记者 陈利群
通讯员 蔡芳洁

本报讯 7 月 1 日上午，
我市组织召开老干部情况通报
会。会上，副市长顾昕向老干
部通报全市教育卫生工作情
况。

会议通报了近期我市教育

卫生工作开展情况。去年以
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我市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
的工作。教育方面，推进义务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深化学前
教育普及普惠发展，积极拓展
育人方式，深化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全面推动教师队伍建
设；卫生方面，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有力有效，卫生健康改革
示范效应显现，医疗技术水平
与服务能力双提升，公共卫生
服务质效稳中有升，健康慈溪
建设持续发力。顾昕表示，这
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全市广
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也包
含着广大老干部、老同志的关
心支持。

会议指出，我市下一步将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
全市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全面
提升教师队伍素养，筑牢防线
确保校园安全，坚守疫情防控
底线，攻坚卫生项目建设，全
力攀登医学高峰，持续深化卫
生变革，优化健康慈溪建设。
顾昕殷切希望老领导、老同志

继续发挥自身的政治优势、经验
优势、威望优势，一如既往关心
支持我市教育卫生各项工作，为
高质量建设共富共美现代化新慈
溪贡献更多的“银辉”智慧和力
量。

曾担任实职副县（市）级以
上领导职务的退休干部共 30人
参加会议。

市政府领导向老干部通报教育卫生工作
■全媒体记者 熊洲
通讯员 周风 朱姮蓓

一路清风一路行。近年
来，市交通运输局坚持综合交
通发展和清廉交通建设两手
抓、两手硬，不断压实主体责
任、健全规范管理、加强风险
管控，构建一体推进交通系统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
机制，为全市域加快高水平交
通建设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强化清单引领
构建“5+5”重点

任务体系

清廉交通建设干什么、怎

么干？一张清单解锁建设任
务，夯实清廉交通“路基”。
2021年4月，市交通运输局制
定出台《纵深推进慈溪清廉交
通建设的实施清单》，明确打
造清廉工程、清廉行业、清廉
审批、清廉执法、清廉国企等
5个标杆，厘清推进清廉政治
生态、清廉文化、清廉制度、
清廉监督体系、清廉队伍等 5
项建设内容，形成“5+5”重
点任务体系。

清廉交通建设谁牵头、谁
参与？管理闭环压实建设责
任，构建清廉交通“互廉
网”。今年以来，市交通运输
局牵住责任制“牛鼻子”，对
照“5+5”重点任务体系细化
年度重点项目，明确牵头领

导、责任部门、协同部门、进
度安排，确保清廉建设任务落
实到岗到人到事。如在打造清
廉交通工程上，以杭湾金融港
综合开发配套基础设施一期工
程互通及附属工程这一省重点
工程为试点，精雕细琢清廉工
程样本，由局机关党委强化项
目规划、立项、设计、招标、
施工、变更、验收、资金等全
过程监督，以点带面提升交通
项目风险防控水平。又如，在
打造清廉交通执法上，强化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对
说情打招呼、干预执法情况实
行报告备案，开展“道路旅客
运输经营企业检查”等五项部
门联合随机抽查，2021年检
查146个单位，发现整改问题

7个，严防检查任性、选择执
法、人情监管。

紧盯关键环节
筑牢权力运行的风

控“护栏”

共同富裕，交通先行。
“十四五”期间，我市计划全
面完成“155”高水平交通建
设五年行动计划，实施重点建
设项目超100个，完成综合交
通建设投资超500亿元，境内
建设（改扩建）线网总规模超
500公里，全市交通发展将处
于“大投入、大建设、大发
展、大跨越”时期。

市交通运输局紧盯关键环
节深入推进清廉交通建设，严

格交通规划管理，按程序编制规
划和建设计划，加强编制委托、
评审报批、评估调整等重点环节
监管；严格工程建设项目管理，
加强招投标的全程监管，坚决防
止规避招标、干预招标、违规邀
标等问题，严厉打击明招暗定、
围标串标等行为。同时，在施工
过程和竣工管理中，严格规范设
备租赁、材料采购、计量支付等
标准程序，严查偷工减料、以次
充好、虚报多报等问题，健全多
方会审、违规追溯等机制，严格
落实质量责任终身制和缺陷责任
管理制度。

问题所在，监督所至。市交
通运输局结合“除险保安”行
动，全面开展交通运输领域突出
问题专项整治，（下转A3版②）

清朗交通构筑硬核基建 廉洁为民当好开路先锋
市交通运输局党委书记、局长 胡孟波

近日，观海卫镇跑步爱好
者自发组织百人团队，以长跑
10.1公里的形式纪念中国共产
党建党101周年。

■摄影 全媒体记者
黄凯

通讯员 罗军

坚定理想信念
一起奔向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