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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包凌雁）《关于
进一步加强审计工作的若干意见》
近日正式实施。今后，公共资金、国有
资产、国有资源和领导干部履行经济
责任情况四大领域审计全覆盖。

根据《意见》要求，我市将有重
点、有步骤、有深度、有成效地推进
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和领
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情况四大领域
的审计全覆盖，并且将政策措施贯
彻落实、公共资金安全和使用绩效、
权力规范运行、资产资源利用和环
境保护、公共投资以及民生资金和
民生项目等六方面作为新时期审计
工作推进的主要着力点，充分发挥
审计在促进发展、改革、安全、绩效、

反腐方面的重要作用。
在加大对权力运行和依法行政

审计方面，《意见》 提出，要积极
开展党政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
人员经济责任审计，逐步推进经济
责任审计全覆盖。实行主要领导干
部经济责任审计轮审制度，加大任
中审计的比重，对重点部门、重点
单位、重点领域和关键岗位的领导
干部，任期内至少进行一次经济责
任审计。

《意见》 还提出加大对民生资
金和民生项目的审计力度，加强对
社保、科技、教育、文化、医疗、

“三农”、扶贫救灾等重点民生资金
和项目的审计监督，重点关注挤占

挪用、损失浪费、管理不善、效益
不佳等问题，切实推动惠民富民政
策落实到位。

落实审计整改责任制，强化审
计执行力。《意见》 强调要严格审
计，发现问题整改，强化审计成果
利用，也就是说，不能审了白审。
明确被审计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作为
整改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建立审计
整改报告机制，同时建立健全审计
整改督查机构，建立专项督查常态
化机制。完善审计整改结果运用和
公告制度，审计整改情况应纳入本
级政府目标管理考核，并将审计整
改情况及审计重要督办事项落实情
况，作为被审计单位主要负责人考

核、职务任免、奖惩或国有企业领
导人员业绩考核的重要依据。对审
计整改不到位或屡审屡犯的，对有
关责任人应进行问责处理。建立审
计整改结果公告制度，被审计单位
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将审计整改结
果向社会公告。

按照“建设国际港口名城、打
造东方文明之都”的要求，我市将
积极开展城市品质提升专项审计或
审计调查，重点关注核心景观提
升、形象品质提升、基础设施提升
和民生服务提升等工作任务完成情
况，揭露制约和影响都市升级中存
在的困难和不足，提出消除障碍和
化解风险的建议。

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和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情况

四大领域审计监督全覆盖

本报讯（记者殷聪 实习生
孙佳丽） 今后市民办理企业注册
登记将变得更为便利。记者昨日
从市市场监管局获悉，该局已与
工商银行宁波市分行、中国银行
宁波市分行达成合作意向。下周
起，两家银行在我市的 171个网
点将作为首批企业注册登记代办
银行，免费为企业代办工商注册
登记，提供从公司名称预核准、
设立登记到银行开户全过程的高
效服务。

据市市场监管局审批处相关
负责人介绍，此次合作将通过各

地市场监管部门与银行网点的双向
联动，运用“政务服务+金融服
务”模式，进一步推动工商注册登
记“最多跑一次”改革，为企业发
展提供便利的服务，激发经济发展
内生活力。

“预计 7 月上旬，我市将全面
上线全程电子化登记平台，企业
注册登记所有流程将统一在平台
流转。”该负责人告诉记者，通过
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合作，我市将
充分发挥银行网点、人员、设备
的优势，延伸工商登记注册窗口
服务，提升全程电子化登记的比
例。下一步，我市将鼓励更多银
行加入代办队伍。“目前，建设银
行宁波市分行、农业银行宁波市
分行有意向全面开展所属网点代
办企业注册登记业务。”该负责人
说。

助力“最多跑一次”

171个银行网点
可代办企业注册登记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象山记
者站陈光曙 通讯员叶华良） 近
日，住建部公布了全国首批百个农村
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示范点名
单，象山县成为我市唯一入选地区。

实施农村生活垃圾有效分类，
是实现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
化处理的有效途径，也是打造美丽
乡村升级版的基础性工作。象山专
门成立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根
据农村实际情况科学确定分类方
法，积极推广“农户初分、保洁员

再分”两次分拣、“可腐烂、可回
收、不可回收、有害垃圾”四种分
类的“两次四分法”；同时，实施

“垃圾不落地”转运方式，逐步取
消村内垃圾集中堆放点和垃圾池，
由保洁员利用转运车将垃圾集中运
至终端处置中心。

在垃圾处置上，象山根据镇乡
（街道） 的地理分布和产业特性，
以太阳能垃圾处理站就地资源化利
用为主，辅以机械成肥终端及蝇虫
减量等方式，推行多样化终端处置

模式。定塘镇对太阳能垃圾处理站
进行提标改造，采用污水回流、提
升密封性等方法，改良堆肥处理工
艺，将堆肥时间从 6 个月缩短至 3
个月；大徐镇依托海口村的微生物
处理公司，将分类后的厨余垃圾收
集转运至该公司虻虫养殖场，用于
饲养虻虫生产有机肥料。

在经费保障上，象山今年落实
专项建设资金 800万元，按照机器
处理成肥和太阳能生态处理两种终
端处置模式，分别给予垃圾分类实

施村5万元至15万元不等的建设奖
补资金；同时，按实施村规模大
小，分档给予 2 万元至 5 万元不等
的一次性运行费用补助。

目前，象山已建成垃圾分类减
量处理村 86 个，其中市级机械成
肥试点村 4 个；今年计划在定塘
镇、茅洋乡、新桥镇、泗洲头镇等
8个镇乡实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
理全覆盖，完成省级垃圾分类试点
村 15 个，其余镇乡 （街道） 扩面
至60%的建制村。

象山入选全国首批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示范县
系我市唯一入选地区

本报讯（记者董小芳 海曙
记者站张黎升 通讯员张姗姗）

“俞鹏宏同志，恭喜您走上新的
领导岗位。您所在岗位的廉政
风险点主要有不能较好地坚持
民主集中制原则、工程建设和
拆迁工作等重点领域风险防控
不到位、招商引资等对外交往
活动中可能存在铺张浪费等违
规行为……”望春街道党工委
书记俞鹏宏甫一上任就收到了
一份“特殊的礼物”——来自
海曙区纪委“量身定制”的廉
政风险防范指引表，该表不仅
详细列出了其所在岗位的廉政
风险点，还结合案例给出了防范
建议。

据悉，为有效预防腐败，海
曙区积极探索建立廉政风险“精
准化指引、预警式防范”机制，
把教育融入干部成长、融入岗
位、融入日常生活中。该区选择

横街镇、鼓楼街道、区教育局、派
驻第五纪检组、派驻第一纪检组
为试点，对领导干部廉政风险点
和历年来的违纪案件进行调查分
析，梳理出四大类 20 种情形的风
险点，涵盖干部成长节点、职务
变动、日常工作以及婚丧嫁娶、
个人利益冲突等业余生活等各个方
面。

“每一大类我们都进行了细
分，比如针对干部成长节点，列出
职务提升、退居二线、临近退休等
情形；职务变动则主要包括工程建
设、行政执法、行政审批等 7种情
形。”海曙区纪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以此确保廉政风险清单能够对
准“病灶”，提升教育提醒的针对
性。

在此基础上，海曙区按照分级
负责的原则，明确指引对象，各单
位正职层面由区纪委负责进行廉政
风险防范指引，各单位班子成员、
其他区管领导干部由纪检组、纪

（工） 委负责，提升了教育提醒的
覆盖面。同时，不断丰富预警方式
手段，通过“书面指引”“谈话指
引”“案例指引”相结合，促进廉
政教育入眼入耳入心，不断提升教
育的有效性。

海曙针对不同领导岗位指明相应“病灶”

“量身制表”防廉政风险

本报讯（记者徐欣 江北记
者站张落雁 顾筠） 前天，全国
首家亲子文旅主题特色小镇在
江北区洪塘街道开工建设。据
悉，项目建成后将形成辐射长
三角地区，在全国范围内具有
标杆性及影响力的亲子特色小
镇，为宁波旅游全新业态添上
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也标
志着江北区在一片废墟上正式
开启亲子产业链接生态经济的新
篇章。

该特色小镇以保国寺旅游带
绿色经济为基调、以长三角亲子
产业为龙头、以江南丰厚人文为
底蕴，将逐步形成生态经济链。
项目占地面积 640亩，总投资额
7 亿元，其中一期投资 2.69 亿
元。项目建成后，预计年游客量

为300万人次。
在这个小镇有大地艺术风景

区、有基于江南建筑风情的亲子乐
园、亲子商业街、亲子幼教中心、
亲子剧场、亲子特色餐厅、亲子酒
店、亲子农业等业态。其中，大美
儿童世界是一个由北京大美亲子投
资有限公司投资并运营的亲子产业
综合体，主要为 1 岁至 9 岁低龄儿
童家庭提供周末亲子休闲度假旅游
产品及教育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大美亲子
特色小镇落户的区块是洪塘街道

“大整治、大拆违、大淘汰”行动
中拆出来的空间。在宁波市各级政
府及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洪塘
街道“变废为宝”，在产业转型升
级及发展生态旅游经济方面迈出了

“洪塘步伐”。

全国首家亲子文旅
主题特色小镇开工

本报记者 王 岚
海曙记者站 张 立
通讯员 顾东栋

昨天上午，位于海曙区鼓楼街
道文昌社区中宪小区里的垃圾房迎
来工程人员，只见他们抡起石锤开
始敲掉垃圾房的顶沿。

“这是全市第一个垃圾房新改
建工程项目。”海曙区生活垃圾分
类管理办公室的任海芳介绍，这个
垃圾房屋顶渗透、破损，为危房，
同时设施与功能也不符合垃圾分类
要求，亟须改造。

眼前的这个垃圾房，位于小区
主通道一侧，紧挨着一幢办公楼，
呈 狭 长 一 溜 ， 总 面 积 约 20 平 方
米。垃圾房贴面马赛克已经脏得变
了色，七道铁门更是锈迹斑斑。

“这个垃圾房已经用了 20多年，看
着就很脏，居民们使用时都不愿靠

近，手里的垃圾往往远远一抛就完
事，这样不利于垃圾分类投放。”
鼓楼街道负责垃圾分类工作的唐惠
珍说。

“垃圾房改造十分必要，特别
是标志标识要清晰，方便我们老年
人按提示投垃圾。”小区住户、今
年 93 岁高龄的吴老太十分支持垃
圾分类工作。小区老年人居多，所
以药品垃圾也多，“过期药与药的
包装都是要分类投的，垃圾房标识
清爽了我们才不会投错。”老人说。

据介绍，这次改造垃圾房，设
计中考虑了宣传与实用功能，并力
求打造为一个“样板房”。从设计
图纸看，这排垃圾房外形并没有太
大变化，功能上则比原来多了一个
工具间及设备间。垃圾投放口分设
六个，两个放厨余垃圾桶，两个放
其他垃圾桶，另外有毒有害垃圾及
可回收垃圾投放口各一个。投放口
的门设计成了窗口式，上下端可用
于明示可投放内容。

“这个窗口一直开着会不会飘
出臭味扰民？”对于居民们的这一
顾虑，任海芳说，改建或新建垃圾
房都将考虑安装除臭系统，尽量使

垃圾臭味不外散。
据介绍，我市开展的居住小区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设施建设项目，
分垃圾房新改建和垃圾桶设置点位
改造两部分。项目覆盖海曙、江

北、鄞州、镇海、北仑、高新区及
东钱湖等七个区域已开展垃圾分类
的居住小区，总量超千个。其中，
海 曙 区 今 年 计 划 新 建 垃 圾 房 14
个、改建174个。

小区“样板垃圾房”啥模样？
我市首个改建垃圾房动工

本报讯 （记者仇九鼎） 昨
日，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与德国林德集团达成协议，将合
资成立宁波镇海炼化林德气体有
限公司，在镇海建设绿色能源配
套项目——空分装置。该项目投
资 8亿元，整体投入运营后预计
年销售额 9亿元，每年税收超过
5000万元。

根据协议，双方将新建一
套产能为每小时 80000立方米的
空分装置，主要为镇海炼化老
厂 区 提 质 升 级 项 目 群 供 应 氧

气，对提升油品质量、实施清洁
生产乃至打造技术先进、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世界级炼化基地都有
积极作用。新建的空分装置位于
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采用
林德工艺，运用安全、可靠的设
计理念，进一步提高空分效率，
达 到 世 界 级 的 低 能 耗 水 平 。 此
外，双方还将收购镇海炼化现有
的两套空分装置，最终实现每小
时14万立方米的氧气产能。

副 市 长 陈 仲 朝 出 席 相 关 活
动。

绿色能源项目落户镇海
整体投运后预计年销售额9亿元

聚焦“最多跑一次”改革

昨天下午，鄞州区东胜
街道戎家社区党委携手宁波
市第六医院各科的党员医
生，开展了一场“红色志
愿·家门口的全科健康服
务”义诊活动。

（徐文杰 李燕波 摄）

家门口的
全科服务

图为施工人员开始改造老小区里的垃圾房。 （王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