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 13505805555 2828200党报热线
2023年1月31日 星期二本市新闻 责编：李维君 版式设计：王英

满怀激情 携手同心
———市政协八届二次会议委员报到侧记

阴记者 虞仁珂 通讯员 陈刚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市消保

委获悉，今年1月21日至27日（除
夕至初六）春节假期期间，全市

消费投诉总体平稳，共受理有

效投诉 49件，涉及争议金额
31499.67元。其中商品类投诉18
件，占总投诉量 36.73%，涉诉金
额3556.17元；服务类31件，占总
投 诉 量 63.27% ， 涉 诉 金 额
27943.5元。截至目前已办结 15

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5404元。
据了解，今年春节住宿服务

投诉数量明显增加，共受理 20
件，较去年同期增长300%。住宿
服务投诉涉诉金额 17568.5元，
主要集中在普陀山、朱家尖区

域，投诉主要集中在改变行程

要求退房未果、商家违约无法

提供客房、提供非预订房型、加

价入住等。餐饮服务投诉同比

基本持平，食品类投诉共7件。

阴记者 陈静 通讯员 邵思明

本报讯 第六批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近

日公布，我市7个非遗项目被列
入名录，分别为舟山民间谜语、

贺郎调、打莲湘、舟山船拳、嵊

泗海洋剪纸、普陀佛茶制作技

艺、顾氏骨伤疗法。至此，我市

列入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的项目增加到45个。
舟山市文广旅体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将继续认真贯彻“保

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

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对列入

名录和其他有价值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制订保护规划，落实各

项措施，切实保护好、管理好、

利用好，使之得到更好地传承

和发扬。

阴驻嵊泗记者 胡园园 赵晓峰
通讯员 刘立

本报讯 “嵊泗法院通过细

致的工作，让我在年前拿到了

第一笔股权转让费，可以安心

过个好年了。”春节前，嵊泗县

菜园镇居民蒋某致电县人民法

院相关负责人，对法院圆满调

解了他和其余21名股东起诉原
公司的案件表示感谢。

据悉，蒋某等22人系嵊泗某
有限责任公司的小股东。该公司

于2001年由国企转制而成。转制后
的前几年，公司运营情况尚可，股

权分红也较为正常。后因种种原

因，企业经营业绩逐年下滑，引起

了小股东们对管理层经营能力的

质疑，双方矛盾渐渐激化。直到去

年8月，22名小股东联名向嵊泗县

人民法院提出解散公司的诉求。

嵊泗法院调查后认为，该公

司解散牵涉到所有股东、债权人

及员工等多方利益，如能处理好

股权关系，寻找到合适的大股东，

该公司仍具有一定的发展前景。

法官们一方面及时召开庭前会

议，听取小股东的真实诉求，引导

公司主动呈报基本财务状况，在

让小股东充分享有知情权的基础

上，逐步缓和双方矛盾。另一方

面，与嵊泗县工商联加强联动，借

助商会力量，组织寻求公司潜在

股东，并通过特设“共享法庭”平

台，为股权收购寻找出路。

最终，一场纠纷得到成功化

解。“经过法院调解，公司又走

上了正轨，相信今后的发展会

越来越好。”公司管理层代表人

士也对嵊泗法院表示感谢。

阴驻定海记者 吴建波
通讯员 李晓莹

本报讯 阳光洒在石墙缝里，爬

山虎叶子在微风中摇曳，一栋造型

独特的房子矗立在海边小山村。日

前，趁着在定海盐仓街道新螺头村

“黄沙秘境”干活的间隙，爱玩手机

视频的泥水匠李阿勇又拍了一段视

频上传到抖音，引来朋友们点赞。

李阿勇拍的内容，正是定海湾

滨海段工程的黄沙新乡村社群项目。

近日，记者走进新螺头村发现，一处

坡田的边上，两层楼高的乡村艺术馆

已经完成框架搭建，李阿勇和工友们

正在用砖头对内部空间进行分隔。

“这里原是一栋失修倒塌的石头

房。后期我们会把废弃的石头垒在外

墙作装饰，让建筑更具乡土气息。”工

地负责人朱燕波介绍说，艺术馆除了

利用原有材料，还要在屋顶架设光伏

板，并建设一处雨水收集池，实现低

碳运行，“今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市民

就能在这里遇见这个‘小清新’。”

距离这座乡村艺术馆10多米远
的路边，是规划中西班牙风情餐厅。

春节后，工人们开始进场施工，把两

间废弃的平房改建成餐厅，进一步

丰富“黄沙秘境”的业态。

“定海湾滨海段位于盐仓街道

新螺头村和城东街道青垒头路之

间，总长约14公里。”据定海区文广
旅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整段计划

按照不同功能定位启动专项规划编

制，自西向东分别打造“理想、记忆、

烟火、风情”四大板块，塑造具有历

史记忆和生活趣味的滨海岸线，尽

显定海山海风光之美。

记者采访了解到，定海湾滨海

段竹山门岸段的蓝色海湾整治行动

一期工程已经完成了 93%，目前正
在进行海塘部分混凝土护面、压顶

以及亲海平台浇筑。作为南部滨海

岸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计划整

治修复约300米海岸线，建设漫滩湿

地，拓展亲海空间。

在东海云廊东山段，定海区行

政服务中心上方的路段竖起了围

挡，一处观海平台正在加快建设。该

平台分为两层，下方半封闭的透明空

间可供游客歇息小坐；上方平台装有

护栏，可“赏日出日落，观星辰大海”，

定海南部诸岛风景一览无余。

目前，定海区正全面推进定海

湾滨海段建设，联动现有的3个指挥
部组建了工作专班，加快工程进度。

近期策划开展了“星辰大海·国潮宋

韵”等主题活动，加大招商推介力

度。其中，新螺头村黄沙新乡村社群

项目与一家公司达成合作意向，将

启动乡窑面包坊等特色项目。

总长约14公里，绵延盐仓街道新螺头村和城东街道青垒头路之间，自西向东打
造“理想、记忆、烟火、风情”四大板块

定海加快实施“定海湾滨海段”工程

阴通讯员 陈诗逸 盛锡浩 施颖杰
驻六横记者 沃青青 文/摄

本报讯 昨天中午 12时，15万吨
级马耳他籍油轮“宝黛拉”号顺利靠

泊海港中奥1号码头（见图）。这是中
奥二期投产以后接靠的首艘油轮，也

刷新了宁波舟山港条帚门航道开通

以来驶入的最大油轮纪录。

据悉，“宝黛拉”号从希腊装载

152969.679吨燃料油，于昨天凌晨到
达虾峙门锚地，将在中奥1号码头进
行4天卸油作业后离港。该船的靠泊，
标志着六横港区实现了靠泊 15万吨
级满载油轮零的突破，也标志着六横

油气全产业链建设开启新篇章，原

油、成品油、保税燃料油等油品中转

运输及保税服务能力得到提升。

刷新条帚门航道开通以来驶入最大油轮纪录

六横港区靠泊首艘15万吨级油轮

上紧接第 1版 形成关口前移、

发现问题、纠正偏差、层层设防的

良性循环。坚持严管厚爱，健全精

准问责、容错免责机制，推动形

成“干部敢为、地方敢闯、企业敢

干、群众敢首创”的生动局面。坚

持严查诬名、澄清正名一体推

进。把回访教育作为日常监督的

经常性工作，推动有作为的受处

分干部重新使用，实现“有错”向

“有为”转变。

第五，紧紧围绕打赢反腐败斗
争攻坚战持久战，以更强合力实现
“三不腐”一体推进。在不敢腐上持

续加压，紧盯国企国资、能源资源、

执法司法、开发区（园区）、粮食购

销、金融等重点领域和工程招投

标、政府采购、招商引资、经费划

拨、项目审核等用权环节，坚决惩

治新型腐败、隐性腐败、政治问题

和经济问题交织腐败、行业性系统

性腐败和群众身边腐败。在不能腐

上深化拓展，坚持“三不腐”同时同

向综合发力，探索建立腐败预警惩

治联动机制，推行“一案两书三报

告”以案促改促治工作机制，不断

完善防治腐败滋生蔓延的体制机

制。在不想腐上巩固提升，坚持党

性、政德、警示和家风教育整体统

筹，推行日周月季年“五时”常态化

浸润式教育，持续打响“清舟廉韵”

廉洁文化品牌。

第六，紧紧围绕全域推进全面
挺进，以更优体系纵深推进清廉舟
山建设。把打造“责任共同体”摆在
突出位置，持续健全清廉建设责任

体系、评价体系，构建党委牵头主

抓、纪委监督推动、部门具体落实、

社会共同参与的责任共同体。把迭

代升级清廉单元建设作为重要内

容，推动清廉单元建设提质扩面，

细化颗粒度，提升饱满度，拓展覆

盖面，带动清廉建设全域深化。构

建清廉话语库体系，发力生产端、

传播端、接受端，让人人讲清廉、事

事见清廉成为文明风尚。

第七，紧紧围绕把制度优势转
换为治理效能，以更新思路推动纪
检监察体制机制改革。健全党统一
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

体系，加快建立纪检监察监督与其

他各类监督贯通协调机制，持续提

升“四督贯通”效能，推动市域监督

由“单兵作战”向“两两贯通”再向

“多方协同”迭代。全面强化基层监

督，深化推进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

题治理，打响信访无忧品牌，建强

基层监督阵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向基层延伸。持续推进公权力大数

据监督应用建设，打造数字赋能监

督的更多标志性成果。

第八，紧紧围绕做对党忠诚、
为国奉献、为民造福的卫士，以更
高标准加强清舟铁军建设。推进政
治立魂工程，提高政治“三力”，加

强理论武装，深入开展党中央部署

的主题教育，确保政治上绝对忠

诚。推进素能立业工程，强化全员

培训和实战练兵，增强斗争本领。

推进严管立规工程，进一步完善内

控机制，压实管人带队责任。推进

正身立形工程，开展正规化建设年

活动，进一步提升纪检监察工作

“三化”水平。

全会号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引领，

筑牢忠诚之志、立足舟山之需、狠

下实干之功，强化“干事”心态、振

奋“干练”姿态、永葆“干净”状态，

加快打造勤廉并重的新时代“海上

清舟”清廉建设高地，为奋力书写

现代海洋城市建设新篇章提供坚

强政治和纪律保障！

中国共产党舟山市第八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

阴记者 周杭琪 王菲

拳拳之心谋发展，殷殷之情为

民生。昨天下午，阳光和煦，我市正

式进入“两会”时间。

承载着全市人民殷殷重托，怀

揣着参政议政挚诚之心，参加市政

协八届二次会议的政协委员们陆续

从各地赶来向大会报到。

下午 1时 30分，市政协委员驻
地，各组工作人员已早早守候在此。

出席证、房卡、餐券等摆放整齐，让

委员们能“一站式报到”。

此次市两会首次启用了智慧签

到模式，委员们填写的信息将实时输

入系统，各类信息统计更加高效便捷。

坐着轮椅前来参会的市政协委

员孙毅，是最早一批报到的委员之

一。领取相关证件后，他在工作人员

的指导下，扫描了桌上的2个二维码
进行会议签到和健康征询。

“我已经当选好几届市政协委

员了，大会报到流程一届比一届简

洁、高效。”一进入房间，孙毅就看到

了防疫包、大会资料等必要物品。收

拾好行李后，他来到写字台前，打开

灯，认真翻阅相关资料。读到关键词

时，又圈圈画画作起了批注。

从普陀山赶来的市政协委员叶

文锋直奔第三报到组。她一边扫码

登记，一边和记者拉起了家常：“普

陀山现在客流量很大，大年初二那

天，入住率已超过2019年疫情前，这
对我们个体经营户来说是好消息。”

三年疫情，让民营经济受到了

诸多挑战。“去年，除了收集当地个

体经营户反映的具体困难情况，我也

利用省民营企业发展联合会理事的

身份，广泛听取各类民营企业主的诉

求，梳理后在营商环境、税收等方面

提出了一些建议。”叶文锋说着拿出

手机打开“舟山政协·掌上履职”平

台，点击“我的提案”，她提交的多个

提案一目了然，其中也包含关于重视

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提案。

来自嵊泗的市政协委员周苗带

来了具有浓浓“海味”的提案，建议打

造具有舟山特色的海洋诗歌之路。

他谈道，唐宋以来，历代名人雅士在

舟山留下数以千计的诗文，涉及航

道、海防、渔盐生产等，“我建议通过

开展专题研究、定制旅游路线等，让

舟山海洋文化更具人文底蕴。”

“这是我第二年履职，今天来报到

心里很激动，就像是回‘娘家’一样。”

去年当选市政协委员的姜璐艳说，她

去了很多地方调研，并参与课题讨

论，在履职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这

次参会，姜璐艳带来了养老服务智能

化方面的提案，建议政府在养老项目

选址、职能部门衔接和养老产品设计

上，做到更精准、更紧密、更高端。

“刚刚召开的‘新春第一会’上，

我市吹响了‘真抓实干马上就办’的

号角。紧接着市两会举行，全市上下

展现出更进一步、更快一步的干劲

和冲劲。相信舟山的明天一定会越

来越好！”姜璐艳满怀憧憬地说。

为民生鼓与呼，为发展献良策。

目前，大会已收到提案310件。

第六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公布

我市7个非遗项目入选

春节全市消费投诉总体平稳
共受理有效投诉49件，其中住宿服务投诉20件

嵊泗法院倾力调解化纠纷

股东和企业矛盾双方都满意

政协委员报到 摄影 记者 张磊 姚凯乐

近日，梅山水道桥下塔柱、下横梁完成浇筑，索塔建设稳步推
进。梅山水道桥是六横公路大桥一期工程建设的重要一环，跨越梅
山水道，为全长510米高速公路。 摄影 通讯员 姚峰

六横公路大桥一期稳步推进

梅山水道桥塔柱完工

直通市两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