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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记者 沈 焰 焰
通讯员 柳俊俏）昨日下午，
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
法机构规范化建设现场会在
北仑召开。北仑生态环境保
护行政执法队作为全省首个
且唯一的生态环境保护执法
规范化建设示范样板，获得
授牌并作经验交流。

会前，来自全省各地生态
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的
代表们，在北仑生态环境分
局参观了执法规范化建设成
果。北仑“环保铁军”标准化
的形象标识、规范化的规章
制度、智能化的装备设备，让
在场的“同行”们啧啧称赞。

今年上半年，北仑夺得了
全省治水“大禹金鼎”，入选
了全省首批“无废城市”，并
连续五年被评为“美丽浙江”
考核优秀。全区空气质量优
良率达98.3%，区控以上河道
断面水质优良率保持100%，
生态环境质量再创历史新
高。

丰盈硕果的背后，是严
格、规范、公正、文明的执法，

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提供
了重要支撑。

近年来，北仑生态环境分
局以执法为民为宗旨，以改
善环境为目标，高标推、全方
位、深层次开展执法规范化
建设，打造了一支队伍强、本
领强、装备强的“环保铁军”，
为北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奋力走在“两个先行”最
前列注入了坚实有力的环保
力量。

如今，绿色低碳发展已成
为普遍共识，生态环境保护
机遇与挑战并存。而执法环
节一直面临着“事多人少”的
困局。如何解决？“局队合
一”是破局关键。

北仑生态环境分局在全
国率先探索实施“局队合一”
模式，按照“全员执法、执法
下沉、业务融合、上下打通”
的思路，将水、气、土、废等现
场监管事项融入日常执法工
作，统筹调整人员岗位和领
导分工，全面推动力量下沉
一线，执法队伍迅速“扩编”

壮大。
保障了数量，更要保障质

量，因为执法人员的能力直接
决定着执法工作的水平。北仑
生态环境分局大力开展日常
化、机制化、实战化执法培训，
通过专家授课、专题调研、实操
演练等方式全面提升执法人员
的执法本领。同时，积极构建
锻炼成长链条，强化储能培优，
盘活干部资源，执法队伍越建
越强。

就在这周一，一辆头顶“触
角”的厢式面包车从北仑生态
环境分局出发，驶向青峙化工
园区。别看其造型普通，它可
是 业 内 赫 赫 有 名 的“ 黑 科
技”——VOCs（挥发性有机物）
走航监测车。车上搭载着质谱
走航监测系统，可以对目标区
域空气进行实时采样、快速检
测，并结合地理信息系统迅速
锁定污染区域、定位污染源头。

“相比人工监测和自动监
测点，走航车可以边行驶、边检
测、边反馈，更为灵活高效，数
据也更加准确详实。”北仑生态
环境保护行政执法队负责人介

绍，它是大气污染防治第一线
的“ 侦 察 兵 ”，有 力 推 动 了
VOCs精准科学治理。

淬 火 练 精 兵 ，利 刃 造 劲
旅。这样的执法“法宝”，北仑
还有尾气监测车、应急监测车
等。这些年，北仑生态环境分
局有序开展了执法办案特种装
备的淘汰更新工作，先后装配
了一批无人机、无人船、红外线
热成像仪等科技设备，并全员
配发了执法记录仪、移动执法
终端等单兵装备，执法水平和
监测能力全面升级，位居全市
第一、全省前列。

基于区块链技术打造的企
业环境健康电子账户——“环
保码”，能够实时采集企业环
境行为，生成彩色二维码后输
出问题清单、发出预警信息。
截至目前，已实现全区 2500
家重点排污企业全覆盖，主动
推送督促企业整改各类环境
问题 4000 条，公众扫码监督
7000余次，成为了区域企业环
保守法情况的“晴雨表”，被评
为全省数字化改革门户优秀
应用。

生态环境保护执法规范化建设

北仑“环保铁军”成为全省示范样板

本刊讯（记者 范晓磊 通
讯员 郑锡科 李欢腾）8月 3
日，在湖州长兴举行的浙江省
第十七届运动会男子甲组10米
气手枪比赛中，北仑籍运动员
洪家乐发挥出色，勇夺金牌。
这是省运会射击项目首枚金
牌，也是北仑籍运动员在本届
省运会上获得的第二枚金牌。

洪家乐从小具备射击天
赋，2016 年 2 月进入宁波少体

校学习射击。之后多次获得省市
比赛冠军。

此次北仑区共有 143名运动
员参加浙江省第十七届运动会，
其中10名运动员参加射击项目比
赛。气手枪项目是北仑传统优势
项目，除了男子甲组10米气手枪
项目之外，甲组、丙组气手枪混合
团体、男女乙组、丙组气手枪个
人、团体项目均是北仑运动员的
冲金点。

北仑籍运动员夺得省运会射击首金

7月份，宁波舟山港预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超
32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达25%，连续4个月突破
300万标准箱，集装箱运输生产展现出强劲韧性与
活力。

本刊记者 鲁勇辛 通讯员 洪宇翔

连续连续44个月超个月超300300万标箱万标箱

“买方失联，我们通过多方
渠道都无法联系到买方，出口
到乌克兰的货物也无法收回货
款。”2022 年 3月，因联系不到
客户，让北仑的一家出口企业
差点蒙受巨大的损失。所幸该
企业在去年7月投保小微保单，
报案后，中国信保北仑办事处
立刻启动绿色理赔通道，仅10
个工作日，企业就收到全额赔
款。

今年以来，国际形势愈发
复杂多变，疫情在全球范围持
续蔓延，全球经济形势下滑，对
海外买家偿付能力和意愿产生
影响，国外客户货款回收周期
拉长或拖欠的情况不断增多。
如何保市场、保订单、保客户成
了出口企业面临的痛点。

为让更多的区内中小微外
贸企业在困境中敢于接单，中
国信保北仑办事处深入贯彻落
实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的《加
力帮扶中小微企业纾困解难若
干措施》，进一步扩大政策性出
口信用保险覆盖面，加大对中
小微外贸企业的支持力度。今
年上半年，中国信保宁波分公
司支持北仑区（开发区）企业承
保金额达到 41.3 亿美元，同比
增长20.16%。

“复杂多变的内外部形势，
使得不少中小微外贸企业‘有
单不敢接’，为了鼓励企业大胆
拓展国际市场，我们不断扩大
承保范围，同时还为企业提供

数字化服务工具。企业主可在手
机端，通过“资信红绿灯”随时、无
限次、免费查询海外买方的资信
情况。”中国信保北仑办事处相关
负责人介绍。

今年北仑区还进一步降低小
微企业投保成本。小微企业可以
通过北仑区（开发区）商务局与中
国信保北仑办事处共同搭建的

“区小微企业出口信用保险政府
统保平台”投保。目前，平台费率
已进一步下降至0.031%，并可以
享受信保专项扶持政策。

为了破解外贸企业“ 融资
难、融资贵”难题，中国信保还为
外贸企业提供保单融资增值服
务，北仑办事处与泰隆银行北仑
支行携手推进“单单可融”信保
融资项目，企业凭借信保保单就
可以向银行申请贷款。今年上
半年，中国信保支持北仑小微外
贸企业实现融资增信保额达572
万美元。

在刚刚过去的6月，中国信保
北仑办事处还联合北仑区（开发
区）商务局、经信局、发改局以及

“8718”北仑平台，在北仑区 5 个
街道密集开展2022年北仑区（开
发区）“小微纾困 勠力同行”外
贸政策宣讲会，宣讲最新纾困政
策，外汇避险策略以及当前外贸
形势和小微平台政策，发挥出口
信用保险政策性职能，助力企业
纾困，增强抗风险能力。5场宣讲
会，超200家企业参会。截至7月
31日，已有60家小微企业在宣讲
会后完成了投保。

承保金额超41亿美元

中国信保助企拓市场
本刊记者 蔡晓馨 通讯员 查芳伟

“公司营收如何？”“一揽
子的纾困助企政策对你们有
帮助吗？”“是否有问题需要
政府出面协调解决？”与其坐
在 格 子 间，不 如 实 地走一
遭。下午两三点正是一天中
最让人无法忍受的时间，酷
暑之下，霞浦街道党工委书
记张志龙、办事处主任林峰
一行带着骄阳般的热情来到
一线，和企业协商解决问题
的良策。

“开会是解决问题，不是
重复问题。”走进宁波天翔货
柜有限公司，会议室墙上的
这句标语，立马引起了张志
龙的注意。“今天的座谈会就
是来解决问题的，哪些实际
问题需要我们协调解决，我
们将全力支持！”

1—6 月，霞浦街道完成
规上工业总产值 407.69 亿
元，有效投资47.9亿元，经济
体量排名全区第三。霞浦街

道高质量的发展离不开辖区
内企业的蒸蒸日上。天翔货
柜是一家集 CFS 拆装箱，集
装箱堆存、管理、维修及驳运
为一体的综合性台资仓储物
流企业。“自2011年起，公司
已连续10年集装箱吞吐量排
名宁波舟山港外堆场第一。”
天翔货柜总经理周浩慈介绍
道。

瞄准更高层级发展，企
业坦言被“用地难”困扰。

“原本 8 月底就能将仓库搬
迁至柴桥场地，但是因为疫
情 原因 ，新场地施工 延缓
了，要到 10 月中旬才能使
用。街道能否帮忙协调过
渡场地？”周浩慈道出了企
业的诉求。

“搬迁需要延期的事情可
以协商，我们会牵头对接。”
张志龙认真听取了企业诉
求，解答了相关问题，让企业
吃下定心丸。

在第二站德马格塑料机械
（宁波）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
徐玉堂提出建新厂房的诉求。
林峰来到厂区现场，实地察看
项目可行性，听取有关改建思
路，研究制定早日建成新厂房
的解决方案。

这家专注于注塑机的生产
企业，产品涉及医疗、包装、汽
车等多个领域，为了进一步扩
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能力和
产品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企
业一直想新建厂房。

“我们项目规划是在停车
场的位置建新的厂房，预计投
资 3000 万元，产值将增加 2
亿元。但是在现有厂区里进行
改造比较困难，会影响到车辆
和职工进出，需要街道帮忙沟
通新开一个消防通道，并维护
一下厂区外道路的交通。”徐玉
堂在提出相应问题时，顺势提
出了一些建议。

“我们非常欢迎你们新建

厂房，项目中涉及到的审批流
程、车辆员工进出优化、保护措
施等，我们都会出专项方案，提
供一条龙的服务，尽可能地减
少新厂区建设对现有生产造成
的影响。当然，因为疫情等不
确定因素太多，我们也希望你
们能加快图纸设计，尽快开工
建设。”林峰说道。

实地走访辖区规上企业近
百家，解读上级关于促进产业
高质量发展扶持办法、稳链纾
困助企发展政策；对 120 家进
出口物品生产、外贸企业、冷
链企业提供防疫指导；着眼 35
家物流企业和 2900 余名集卡
司机，推出需求、资源、服务

“三张清单”，实现企业生产畅
链保供，物流运输畅通……一
件件，一桩桩，今年以来，霞浦
街道深入开展助企纾困专项
行动，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实
实在在地为企业解难题、开新
局。

当好最暖“店小二”

霞浦街道助企纾困解难题
本刊记者 顾奕男 鲁勇辛

仑传小记者研学“解锁”海滨之旅

今秋征兵工作拉开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