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上午10时许，东海云廊
海山公园飘带桥吊装全部完
成。据了解，海山公园飘带桥位
于东海云廊海山段，是云廊“三
飘三桥”之一，建成后将串联起
海山东飘带和海山时光隧道。

记者 倪妮 王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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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调配物资 保障生产生活

长白岛各类生活物资供应充足
本报讯（记者 倪妮 通讯员

密超磊）11月10日上午，定海区在

集中隔离点发现 1例新冠病毒核

酸检测阳性人员，系省外阳性感染

者密接人员。定海第一时间启动

应急响应，落实流调溯源、风险人

员管控、环境消杀等防控措施，在

长白岛全域开展核酸检测，同时积

极调配相关物资，保障长白岛群众

的正常生产生活。记者从相关部

门获悉，目前长白岛各类生活物资

供应充足。

11 月 10 日下午 3 时 30 分许，

一辆装有方便面、饼干、矿泉水等

生活物资的运输车从“万泰·三农

汇”舟山三农农产品综合批发市

场出发，驶向长白岛。据定海区

商务局副局长朱燕君介绍，早在

中午 12时许，第一批生活物资已

经运达岛上。截至记者发稿时，

我区已紧急调配医用外科口罩、

医用防护服、抗原试剂盒等应急

医疗防护物资，以及矿泉水、饼

干、泡面、牛奶等生活物资，可确

保岛上市民正常生产生活。同

时，针对长白岛上企业的保障供

应，区商务局为企业开通了车辆

“白名单”，并协调保供单位为企

业配送蔬菜、肉类等生活物资。

记者还从区商务局获悉，全

区各物资保供点也做好各项准

备，将根据长白岛的市场需求，

开展后续的物资调配工作。根

据库存监测情况，截至 11 月 9

日 ，全 区 共 有 大 米 库 存 647.53

吨、面粉库存 299.2 吨、食用油库

存 258.96 吨、肉类（包括猪肉、禽

肉和冻肉）库存 299.96 吨、蛋库

存 97.5 吨、蔬菜库存 1351.33 吨、

方便面 3088 箱、矿泉水 6555 箱、

饼干 1891 箱、牛奶 900 箱。九类

生活必需品供需稳定、调运正

常、供应充足、价格平稳。“目前

全区的生活物资储备最少能保

证 全 区 居 民 10 多 天 的 生 活 需

要。”朱燕君说，从供应情况看，

全区各大商超、农贸市场皆正常

开放供应，供应物资品种齐全，

价格平稳。区商务局也将进一

步畅通物资供应渠道，继续加强

对肉类、蔬菜等商品调拨保供力

度，保障市场正常供应。

在广大市民朋友的积极配合下，2022年 11月 10日下午，定海区

小沙街道长白岛开展第一轮区域核酸检测，共采样4983人，核酸检

测结果均为阴性。

舟山市定海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年11月10日

全部阴性！定海区长白岛第一轮核酸检测结果公布

根据省委统一部署，2022年 3

月2日至3月31日，省委第一巡视

组对舟山市定海区开展了巡视

“回头看”。5月 10 日，省委巡视

组向舟山市定海区委反馈了巡视

意见。根据巡视工作要求，现将

整改进展情况予以公布。

区委把巡视整改作为重大政

治任务来抓，始终站在讲政治、讲

大局、讲党性的高度，深刻认识整

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

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的部署

要求上来，以高度的思想自觉正

视问题，以强烈的紧迫意识改正

问题，切实做好整改工作。一是

强化思想认识，提高政治站位。5

月10日下午省委巡视组反馈意见

后，区委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即召

开区委常委会，深刻领会省委巡

视反馈意见，把思想统一到践行

“四个意识”、落实“两个维护”，奋

力争当建设现代海洋城市排头兵

中推进共同富裕先行和现代化先

行上来。6月2日，区委常委会召

开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会上

常委会成员严肃开展批评和自我

批评，深刻剖析原因，主动认领责

任，坚决做到真认账、真整改、真负

责。二是强化组织领导，完善工作

机制。成立由区委书记任组长的

巡视整改领导小组，高位推进整

改。科学制定整改方案，聚焦巡视

反馈的2方面8项问题，逐条研究、

逐项分解、逐个认领，细化为25个

问题、131项整改措施，形成问题、

任务、时间和责任“四张清单”，明

确“任务书”“时间表”“路线图”。

中共舟山市定海区委关于
十四届省委第十四轮巡视整改

进展情况的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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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尹倩倩 叶武
杰）昨天，2022 第六届·中国舟山

全球海洋经济创业大赛定海区

“蓝海智造”行业赛决赛举行。17

个参赛项目通过路演及答辩环

节，角逐创业大赛总决赛晋级资

格。区委副书记、区长孙丹燕出

席活动并致辞。

孙丹燕在致辞中说，人才是引

领未来发展的最大引擎，创新是定

海跨越发展的最大动力。我们坚

持以人才促创新，以创新育人才，

全力打造海洋创新人才集聚高

地。近年来，我们迭代升级人才新

政20条，大力实施重点人才聚定

计划，成功吸引82名省级以上领

军人才扎根定海，推动2家院士工

作站、15个大院名校共建科创平台

落户定海，保障浙江优众新材料等

省级重点研发项目扩产提能，全区

科技研发水平、综合创新能力得到

不断提升。大赛是各位选手展现

风采、挥洒激情的精彩舞台，也是

各参赛项目互比互学、争相角逐的

激烈擂台，更是定海聚才引才、育

才用才的重要平台。由衷希望各

位选手以梦为马、深耕作品，同时

也热诚欢迎各位专家揭榜挂帅、携

手共赢。我们将一如既往做好赛

事服务，确保办成一届精彩纷呈、

硕果累累的大赛；我们也将用心用

情呵护人才成长，确保每位人才都

能在定海这片热土上创享未来、成

就梦想。

活动现场还推介了定海区产

业环境和人才政策，并聘任了多位

人才专家作为我区引才大使，为我

区招才引智出谋划策。据了解，定

海区“蓝海智造”行业赛作为2022

第六届·中国舟山全球海洋经济创

业大赛六大行业赛之一，是我区主

办的国内首个海洋主题的高层次

人才创业大赛，也是我区进一步加

快高层次人才引进和科技创业项

目集聚，宣传推广我区创业创新环

境的重要举措之一。近年来，我区

深耕蓝海，系统实施产业革新

“145”计划，一切围绕经济工作转、

一切围绕发展干，全力发展高端装

备制造、新材料、海洋电子信息、海

洋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打造了定

海工业园区、新材料产业园、定海

海洋科学城等多个高能级产业平

台，集聚了中水、中储粮、华康股份

等大型央企国企、上市企业，也吸

引培育了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

“专精特新”企业，为定海高质量发

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江舟

参加活动。

中国舟山全球海洋经济创业大赛
定海区“蓝海智造”行业赛决赛举行

孙丹燕出席并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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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我们共同的心愿”
——致敬奋斗者系列报道②

□记者 倪妮

甬舟铁路连接甬舟两地，是我

省打造高铁 1小时交通圈的重要

铁路工程，甬舟铁路也将补齐浙江

“市市通高铁”的最后一块“拼

图”。8月16日起，甬舟铁路（高速

复线）金塘段政策处理指挥部及穆

岙村、西堠村、山潭村、大浦村和东

堠村五个村的55名征收工作人员

连续奋战，全力投入到征收工作

中。截至11月10日，甬舟铁路、甬

舟高速复线金塘段涉及房屋、土

地、坟墓的政策处理工作整体签约

率超90%。

“整整83天，我们没有
休息日”

11月6日16时许，随着山潭村

最后一位被征收户在《房屋征收补

偿安置协议》上签字，山潭村59户

房屋被征收户、48 户土地被征收

户及 32 座坟墓迁移全部完成签

约，成为金塘第一个实现整体签约

率达100%的村。

“整整 83 天，我们没有休息

日。”山潭村党委副书记张洪波心里

压着许久的石头终于落地，感慨这

100%来之不易。在这83天里，张洪

波和村工作人员日夜奔波在一线，

全力配合甬舟铁路（高速复线）金塘

段政策处理指挥部做好签约工作。

其实，早在启动签约工作之前，张洪

波就和征收工作人员提前谋划研

究，入户调查、摸清底数、丈量面积，

对列入征收范围内的村民情况进行

登记造册，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征

收工作人员王士杰这样评价张洪

波，“他的脑袋里像装了芯片，村里

哪家涉及到征收，面积多少，签约进

度如何，他都了如指掌。”

在张洪波看来，群众的配合支

持主要看宣传工作是否做得到

位。为此，张洪波与征收工作人员

一道，在前期入户丈量基础上做好

被征收户的思想工作。“群众什么

时候有空，就是我们的工作时间。”

被征收户白天不在家，张洪波踩着

晚饭饭点上门，工作日不在家就延

后到休息日联系，通过不厌其烦上

门交流、电话沟通、见面约谈等，耐

心地做好征收政策宣传工作，为群

众答疑解惑。

山潭村有位村民因房屋翻新

不久，内心不舍不愿签约，张洪波

多次邀约拜访均吃了“闭门羹”。

张洪波多年从事基层工作，他说个

人在情感上理解这位村民，但甬舟

铁路建设等不起，他们的工作不能

感情用事，需要想办法解决问题。

于是，张洪波撇开征收工作不谈，

和这位村民聊工作、聊生活，畅谈

高铁建成后金塘未来的美好愿景

和退休后的养老生活。在20余次

促膝长谈后，这位村民在《房屋征

收补偿安置协议》上签字，“家乡能

够发展得更好，我们乐见其成。”

“他笑脸相迎、考虑周
全，让我感到很暖心”

甬舟铁路（高速复线）金塘段政

策处理指挥部政策处置组工作人员

闻佳杰主要负责房屋征收工作。“站

在群众的角度考虑问题，合理合规

解决他们的诉求，才能赢得群众对

征收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他得出的

工作经验是，要用心倾听群众对征

收工作的意见及其个人诉求，将问

题分类处理、有针对性解決。

闻佳杰曾遇到这个情况：有一

处老宅征收过程中牵涉到多户家庭

后辈继承问题，有的对补偿政策不

满意、有的对个人继承的面积不满

意，后辈之间还有家庭纠葛。“家族

内部矛盾不解决，我们的工作就没

办法进行。”为此，闻佳杰和同组的

征收工作人员不分昼夜调解，多次

邀请测量人员一起上门丈量面积、

复核面积，组织家庭协商会，综合每

户的实际情况，积极协调各户的利

益关系，研究出多种方案供其参考，

最终获得了家庭成员们的支持。

闻佳杰认为，事关村民的利

益，他更愿意把自己摆进去考虑

问题，根据群众的实际情况逐一

分析，赢得群众信任。甬舟铁路、

甬舟高速复线金塘段征收工作涉

及房屋被征收户 164 户，这其中

70%以上是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

年过八旬的村民李大伯是被征收

户之一，祖祖辈辈居住在村子里，

对自家老宅的感情颇深。“安置房

三年后才能交付，我年纪大了外

面房子租不到。”李大伯对征收工

作有抵触，闻佳杰多次登门拜访

均被拒之门外。

“老人年纪大、顾虑多，不愿搬

离情有可原。”闻佳杰没有气馁，他

四处奔走、寻求解法。经过闻佳杰

多次与金塘镇养老院沟通协调，帮

助李大伯解决了腾房后空窗期的

住所问题。“每次见到小闻，他都是

笑脸相迎，脾气好、考虑周全，让我

感到很暖心。”闻佳杰用自己的真

诚赢得了李大伯的认可，也让征收

工作有速度更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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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定海区在集中隔离点发现1例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人员的通报

11 月 10日上午，定海区在集

中隔离点发现1例阳性感染者，系

省外阳性感染者密接人员。定海

区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落实

流调溯源、风险人员管控、环境消

杀等防控措施。目前该阳性病例

已转运至定点医院。初步流调结

果显示，该人员在定活动轨迹具

体如下：

11月 9日 10时 25分，乘坐大

巴（浙B99517）到达舟山市汽车客

运中心（翁洲大道199号）；

11月 9日 10时 37分，在客运

中心核酸采样点完成“落地检”

（检测结果阴性），步行到客运中

心对面“重庆小面”（翁洲大道

226-1号）就餐；

11 月 9 日 11 时 20 分，乘坐

580 路公交车（浙 L18557）赴长白

中天重工；

11月 9日 12时 24分，在长白

中天重工下车后，步行回宿舍1幢

108室。傍晚独自外出散步，17时

左右回寝室后未外出；

11 月 10 日凌晨 1时左右，据

协查通报该人员为省外阳性感

染者密接人员，该人员及同寝室

人员均被转运至集中隔离点。

与上述活动轨迹有时空交集的

人员，请立即向所在社区（村）、单位

报告并配合落实相应健康管理措

施。

请广大市民积极配合疫情防

控工作，加强防范意识，做好个人

防护，按要求参加常态化核酸检

测，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

不信谣、不传谣，涉疫信息以官方

发布为准；市外来定人员第一时

间进行落地核酸检测，落实3天 3

检，核酸检测结果未出具前，不前

往公共场所活动；在定的广大市

民要继续做好“3天 1检”的常态

化核酸检测，并做好个人防护，戴

口罩、勤洗手、常通风、不聚集，扫

验“场所码”，共筑防疫屏障。

舟山市定海区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年11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