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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义定

回首过去五年的历程，我们宁
波走得很远，宁波人作为总指挥将
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
号”送入太空；我们也走得很近，
全国首个“中国制造 2025”试点
示范城市落户，荣获“中国小康社
会建设示范奖”；我们穿越经济下
行压力的激流，见证党风政风的好
转，吹响了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冲
锋号。站在新的历史关口，顺着

“问题导向”的视角，这样的思考
意味深长：过去五年，宁波发生了
什么，改变了什么？未来五年，这
座城市闯关夺隘、奋然前行的力量
源自哪里？

浙江省委书记车俊在省第十四
次党代会上重提“红船精神”，强
调弘扬“红船精神”，给出了这个
问题最明确的答案。这就是“红船
精神”所代表的开天辟地、敢为人
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

挠的奋斗精神和立党为公、忠诚为
民的奉献精神。

弘扬“红船精神”，就是要干
在实处无止境，走在前列谋新篇，
积极发挥先行和示范作用。“改革
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五年来，
宁波大力深化改革开放，全面推进

“最多跑一次”，不断拓展宁波舟山
港开放渠道，拓展“一带一路”的
开放合作，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在“红船精神”的指引下，我们将
勇毅笃行的改革决心化为啃硬骨
头、涉险滩的扎实行动，化作促改
革、谋转型的突破之举，管住“看
得见的手”，放开“看不见的手”，
重塑治理方式，成就了不可阻挡的
发展势头。

弘扬“红船精神”，意味着攻
城拔寨须勠力同心。唯其艰难，才
更显勇毅；唯其笃行，才弥足珍
贵。明者因时而变，智者随时而
制，这个时代虽然没有战火硝烟，
但仍需要不畏浮云遮望眼的勇气和

风物长宜放眼量的魄力。从不以
GDP 论英雄的理念倡导到政绩考
核机制的重大调整，从“中国制造
2025 试点城市”落户掀起创新热
潮到“名城名都”建设稳步推进，
无不考验着政府的治理智慧。未来
要使经济发展得更好更快，在扩大
总量、优化结构、提升竞争力上不
断迈上新台阶；要解决好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让人们拥有更多获得感；要加快城
乡一体化进程，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完成这些沉甸甸的任务，尤需
践行“红船精神”，甩开膀子，迈
出步子。

弘扬“红船精神”，就要改作
风、正作风，凡事从严从实。理想
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信念的动
摇是最危险的动摇。共产党人应严
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于律己，谋
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这
些要求就是一把尺、一杆秤，能够
量出党员干部党性修养的高低。

“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
“红船精神”是党员干部的终身必
修课，帮助共产党人在奉公为民的
价值坐标上，开拓更为丰盈的人生
空间。

曾经，嘉兴南湖的红船开启了
波澜壮阔、风起云涌的新时代，凭
着轻舟必过万重山的坚定自信和直
挂云帆济沧海的动力源泉，我们走
过了 96 年的岁月；如今，这艘红
船将带领宁波再度起航，铆足劲
头、蹄疾而步稳，去开拓生机无限
的未来。
（文章来源：“明州府”微信公众号）

在“红船精神”指引下谋发展

新华社记者 罗争光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
制定和实施老年人照顾服务项目的
意见》，明确了 20项老年人照顾服
务工作的重点任务。这些任务指向
清晰、操作性强，如果落实到位，
必将给 2亿多老人带来看得见摸得
着的实惠。

近年来，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
不断加速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
稳步提升，更好地为老年人开展服
务、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等议题越
来越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公众的
普遍重视，从中央到地方也陆续出
台了一系列为老服务的政策法规。

不过，当前社会在适老化建
设、老年人服务专业化水平等方
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一些地
区、一些环节还比较薄弱，甚至还
存在欺老、歧老、弃老等社会问
题。深究背后的原因，关键在于政
策法规落实不到位，这既与政策滞
后有关，也与其操作性不强有关。

此次国办出台的意见，可谓找
准了“症结”、瞄准了问题。如将
符合条件的贫困家庭老年人全部纳
入低保、除少数超大城市需按政策
落户外 80 周岁及以上老人可自愿
随子女迁移户口、农村老年人不承
担兴办公益事业的筹劳义务、2017
年底前基本实现符合转诊规定的老
年人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
……这些政策措施无疑是看得见、
摸得着的实惠。

为老年人服务，贵在用心，重
在用心，也成在用心。国办的意见起
到了很好的示范引领作用，各地在制
定相关政策细则时，要充分站在老年
人的角度考虑问题，真正倾听和关注
老年人的所思所虑所盼；针对老年人
的专业护理，要从老年人的便利和感
受来设计、执行；坚持问题导向，对医
保异地结算、无障碍设施建设、长期
护理保险等这类症结明显的问题，切
实加以完善改进。只要用实际行动落
实好这些任务，一定会让更多老年人
感受到政策的温暖。

让为老服务看得见摸得着

莫怪用户密码简，
设备本身有责任。
偷窥牟利最坑人，
杀一儆百无须忍！

据 6 月 19 日 《新京报》
报道：很多人家里装有智能摄
像头，下载一个应用程序，可
以随时用手机看看家里的情

况。但这种一对一的“监控”或许已经变成“直播”，其他人在网
上也能看到“监控”中的情景。日前，国家有关部门发布安全风险
警示，在抽查的智能摄像头中，有80%存在质量安全隐患。

摄像头里藏乾坤，
个人隐私遭裸奔。
安全防护无保证，
怎好意思称智能？

郑晓华 文
赵天奇 绘

本期主持 杨继学

据 6月 19日《人民日报》报
道：今年起，武汉市中心医院推行
医师合理用药记分制考核制度，每
人每年 12 分，根据医生不合理用
药的严重程度，分为四档进行扣
罚。扣满 12 分的医生，将被暂停
处方权。记分制推行 5 个月以来，
成效明显：医院药占比从 37.26%
降至 28.16%，门诊和住院患者人
均药品费用均有所下降。

点评：看病贵是很多患者难以承受之重，很大原因在于用药
多、药费高。从中央到地方，想了很多招以缓解这一民生之痛。从
武汉的经验来看，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动真格，敢用医生的职业
权利作筹码，就能够提高医生合理用药的积极性，更大程度地保障
患者利益。

@弗罗德历险记：医生这职业真是良心活。
@疯狂飞轮：暂停处方权，这招厉害，相当于釜底抽薪。

据 6月 19日《北京日报》报
道：在第 20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
爵论坛上，冯小刚把炮口对准了观
众。“中国电影现在让观众吐槽

‘垃圾满地’，如果 （观众） 不捧
场，（垃圾电影） 就没有生存空
间，制作人也不会拍垃圾电影了。”

点评：拍了烂片，不面壁思过，却把责任推给观众，作为电影
人的冯小刚如此“倒打一耙”，倒有点像高级黑。大伙心里明镜似
的：关于电影质量，相比于观众，一干电影制作人无疑更有主动
权。观众为什么“你拍什么我看什么”？因为无奈——国内很多电
影人没能力满足观众“想看什么你拍什么”的愿望。

@购房款：中国电影市场太大，上当的人也能让一些烂片赚
钱。

@疯狂的快乐：说得好像他们能随时拍好片一样。

据 6 月 19 日 《北京晨
报》报道：目前，中小学正流
行着一种名为“牙签弩”的小
玩具，个头只有巴掌大，可以
将牙签作为“箭”发射。虽然
牙签看上去不起眼，可射出去
不仅能刺穿气球、纸盒等，甚
至可刺破石膏板，一些店家甚
至还赠送金属针和牙签。

点评：“牙签弩”的威力这么大，而中小学生大多没有民事行
为能力，玩耍时很容易伤害到他人，隐患显而易见。但让人困惑的
是，这种商品是如何顺利进入市场的？监管疏漏亦显而易见。事前防
范没能做到，亡羊补牢必须及时。

@澄浪社：真出了事，再来严格管理就晚了。
@富康道口：能刺破石膏板，这是不是比气枪还厉害。

本报讯（记者董娜 通讯员赵
杨） 昨天上午 10 时，京东拍卖宁
波海关专场落幕。此次历时 24 个
小 时 的 网 上 拍 卖 会 拍 出 26 个 标
的，包括皮鞋、鱼线、鞋油、钢铁
制品、咖啡机等物品，成交总金额
超过26万元。

今年宁波海关引入京东平台开
设拍卖专场。据悉，此次的拍卖品
是以案件为单位进行“打包”拍
卖，每个标的从一件到几万件货物
不等，拍卖产品的起拍价均低于市
场价格。得益于京东“618 大促”
期间的高浏览量，此次网络拍卖受
到了 8.3 万网民的关注，有 65 位竞
买人出价 546 次竞拍物品。经过激
烈竞价，该拍卖会成交总额达 26.1
万元。在经过4小时255轮激烈竞价
后，一批鞋油最终以5.1万元的价格
成交，成为本场拍卖会溢价率最高

的拍品，溢价率高达 1134％。此外，
一批鱼线成为本场拍卖会成交价格
最高的拍品，最终成交价达12.93万
元。

“作为浙江省涉案财物网络拍
卖的先行者，早在去年 10 月，宁
波海关就曾试水奢侈品、玉石等罚
没财物网络拍卖，拍卖效果明显比
线下拍卖好。”宁波海关财务处负
责人说，由于网上拍卖的参与方式
更简单、信息展示更详细、拍卖过
程更透明，宁波海关多次尝试以网
络拍卖的方式处置涉案财物，确保
国有资产价值实现最大化。

据悉，此次所得竞拍款将依法
上缴国库。为确保拍卖全过程的公
开透明，拍卖标的经过第三方价格
认证中心评估，拍卖公告在省级媒
体、海关门户网站提前刊登，并提
前安排竞买人实地看样。

宁波海关京东网拍会举办

本报讯（记者张正伟 通讯员
乐佳顺 王晓璐） 马鞭草、格桑
花、硫华菊、波斯菊……江北荪
湖花海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节。
刚刚过去的周末，和众多市民一
起 畅 游 荪 湖 花 海 的 ， 还 有 2017

“美丽乡村”旅游推广年活动组委
会与江北洪塘街道总工会、团工
委 、 妇 联 共 同 组 织 的 单 身 青 年

“甜蜜团”。此次组委会特意与永
平公交公司一起打造了一辆“爱
情公交”。

蜜蜂、蝴蝶、游人与紫色花
海，交织成一幅浪漫的山水田园
画。“爱情公交”60名单身青年乘
坐“爱情公交”来到这里，徜徉在
美丽的花海中，开展才艺展示、花
海美美拍、面对面聊天等活动。通
过一系列的互动，原本不相识的年
轻人很快就无话不谈，聊事业、聊
爱好、聊感情。

“荪湖花海环境浪漫，非常适
合男女相识，于是我们便组织了这
次活动。”洪塘街道相关负责人
说，参加此次活动的青年一半来自
洪塘街道的企事业单位。笔者发
现，在此次活动的带动下，上周
末，荪湖花海游人如织。

近年来，洪塘街道以建设宜居
宜游的美丽乡村为目标，大力发
展乡村休闲旅游业。据介绍，荪
湖花海种植了马鞭草、百日草、
波 斯 菊 、 蛇 目 菊 、 向 日 葵 等 花
草 ， 花 期 从 春 天 一 直 持 续 到 深
秋；“迷之园”蝴蝶迷宫被吉尼
斯世界纪录授予“最大永久性树
篱迷宫”后，正成为吸引游人的
新项目。此外，已经开工建设的
大美儿童乐园项目总投资 2.69 亿
元，建成后将成为辐射长三角、
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亲子特色小
镇。

行在乡村，见证美好

“爱情公交”驶向江北荪湖

在荪湖花海相识，让参加活动的单身青年兴奋不已。
（张正伟 乐佳顺 摄）

图为海关工作人员实时跟踪物品拍卖情况。 （董娜 赵杨 摄）

主办：宁波市旅游局
承办：宁波日报报业集团

发现乡村之美
共享旅游成果

2017“美丽乡村”旅游推广年

本报讯 （记者张正伟） 前天
上午，宁波城市旅游之窗周年庆
活动在南塘老街举行。本次活动
包括“旅游夜市”和“惠民大礼
包”放送两部分，通过文艺表
演、旅游套餐定制、商家优惠促
销等活动为市民送上一场旅游盛
宴。

自去年 6 月 18 日开业以来，
宁波城市旅游之窗积极吸引区县

（市） 和外地旅游部门来南塘老街
举办各类旅游促销活动，培育

“南塘旅游集市”品牌。此次周年
庆，宁波城市旅游之窗联合中国
银行推出 1000 份惠民大礼包。6
月18日至30日，市民使用中国银

行信用卡在南塘老街各商户刷卡
消费，可以享受“满就送”优惠

（每天限 1次，至宁波城市旅游之
窗前台领取）。

此外，市旅游局还在南塘老
街举办“旅游夜市”广场促销活
动，邀请各区县 （市） 旅游局

（委）、旅游夜市会员单位现场推
广旅游线路，销售土特产、景区
门票等。象山影视城、松兰山景
区、梁祝文化园、天宫庄园等送
出 5 折优惠门票；方特东方神话
主题乐园对高考学生推出“凭高
考准考证获优惠门票”。各景区还
推出漂流、夏令营、亲子游、夜
游等夏季优惠产品。

宁波城市旅游之窗开启周年庆

本报讯 （见习记者金鹭） 近
日，中国财富管理系列论坛全国
巡讲在甬举行。

本次论坛巡讲的主题为“创
新者的优势：求胜于未知的企业
战略管理”。宜信公司创始人、
CEO 唐宁认为，在宏观经济环境
复杂的当下，投资者要通过跨地
域、跨策略和跨资产类别的方

式，构建低相关性、低波动率的
投资组合。同时，理财者应顺应
经济发展形势，将资金配置到健
康医疗、大数据、云计算等高增
长、高回报的新经济领域。

中国财富管理系列论坛全国
巡讲由宜信公司发起，目前已先
后在武汉、成都、重庆、杭州、
嘉兴等地举办。

中国财富管理系列论坛在甬举行

本报讯 （记者易鹤） 在近日
举行的 2017 年“数制造、智融
合”数字工厂建设主题论坛暨市
企业信息化促进会年会上，张益军
和其他 9 位精英因成绩突出被评
为全市优秀首席信息官。至此，我
市优秀首席信息官已达20位。

据市企业信息化促进会负责
人介绍，信息化建设不断升级，
并随着企业的壮大形成完整的信
息系统。这时候，企业就需要专
门的人才来管理这些信息系统，
根据企业的不断发展设定新的信

息化建设目标，这就是首席信息
官的职责所在。

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是
实现“中国制造 2025”的基本保
障，具有产业和信息技术双重背
景的复合型人才——首席信息官
则是助推宁波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实现创新跨越发展的重要力
量。去年，我市首次评选“优秀
首席信息官”。相关专家指出，随
着宁波企业信息化进程的加快，
首席信息官将掌握更多的资源，
也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二批市优秀首席信息官揭晓
10位技术精英上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