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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晴到多云；偏南风3-4级
今日市区空气质量预测：优至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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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最多跑一次”改革

新华社北京 7 月 15 日电
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孙政才同
志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常
委、委员职务；

陈敏尔同志任重庆市委委员、
常委、书记，不再担任贵州省委书
记、常委、委员职务；

孙志刚同志任贵州省委书记。

重庆、贵州两省市党委
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

本报讯（记者仇九鼎 通讯
员吴建港） 近日，宁波埃美柯铜
阀门有限公司技术人员通过市标
准化公共服务平台，查询了阀
门、龙头等产品的国标、行标及
国外标准的更新情况。“借助该
平台，企业可及时跟踪、管理几
百个相关行业标准的作废和更新
情况，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综合成
本。”宁波埃美柯铜阀门有限公
司负责人说。

据了解，市标准化公共服务
平台上线两年来，馆藏 23.7 万条
标准，包括国际标准、国内标准、
行业标准、浙江省以及宁波市地
方标准规范，为 7800多家企业提
供标准参考，涵盖机械制造、化工
设计、检验检疫等领域。

引导企业主动参与标准制
订，牢牢占领行业制高点。近年
来，质监部门对市标准化公共服
务平台加大资金投入和技术研
发，标准馆藏资源和搜索效率大
幅提升。目前，平台拥有国家标

准电子文本 3.4 万本，馆藏率达
99％；行业标准电子文本 8.5 万
本，馆藏率达87%；国外标准电子
文本 7.3 万本，其中 ISO、IEC 等
主要国外标准组织和国际区域标准
达到 60%的馆藏率 。“馆藏率越
高，意味着平台标准资源越丰富，
为我市企事业单位查询、浏览、下
载标准提供了更多有价值的参考信
息。”市标准化院院长鲍俊表示。

截至今年 6月中旬，平台累积
访问量近 950万人次，用户下载电
子标准文本 58 万次，索取正版纸
质标准文本12.8万份。

据悉，下一步，我市将继续加
强标准化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充实
新材料、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
术等馆藏标准，建设宁波智造标准
专库；丰富平台功能，提供标准信
息发布、标准化咨询、标准指标比
对等专业服务，同时强化平台公益
性和互动性，为中小微企业创新创
业提供标准化专业服务，提升公共
服务能力。

馆藏23.7万条标准

“标准孵化池”
助企业降本增效

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宁海记
者站陈云松 通讯员田明超） 宁海
县政府日前发文，部署推进生态原
产地产品保护工作，这标志着“一
乡一特色、一镇一精品”的生态原
产地产品保护工作全面启动。

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是指在产
品形成全过程中符合绿色环保、低
碳节能、资源节约要求并具有原产
地特征和特性的良好生态型产品，
需通过专业机构审核评定，并经国
家质检总局审批，获准产品保护。
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级生态原产地

产品保护示范区 26 个，获准保护
产品共计393个。

生态是宁海最大的特色和优
势。今年 2月，宁海黄坛镇申请的

“双峰香榧”获国家质检总局审核
批准，准予其使用“生态原产地产
品保护”标志，并实施国家行政保
护。作为我市首批获证的农产品之
一，“双峰香榧”通过申请生态原
产地保护，完善了“合作社+企
业+基地+农户+标准+品牌”的产
业发展模式，有效提升产品附加
值，带动双峰山区上千户种植户脱

贫致富。
据介绍，按照“成熟一批、培

育一批”的原则，宁海计划在 3年
内对望海茶、宁海青蟹、长街蛏子
等 10 余种名特优农产品，分批实
施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打造“一
乡一特色、一镇一精品”。同时通
过农业标准化建设、加强食品安全
监测和名特优产品保护集聚，借助
标准推广、考核评定和示范引领，
推动“农户+基地+公司”的合作
经营，促进“统一标准、统一包
装、统一品牌”的规模经营，把宁

海“生态优越”的先发优势转化为
“产业生态化”的品牌优势，促进
现代农业提升增效、转型升级，并
力争创建成为我市首个国家级生态
原产地产品保护示范区。

为确保保护工作顺利开展，宁
海成立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由检验
检疫部门牵头，农林、海洋渔业、
市场监管、财政等部门协同推进，
重点做好保护产品培育、标准化体
系建设、质量安全可追溯、配套优
惠政策落实、准入退出机制建立等
五方面工作。

宁海启动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
力争创建国家级保护示范区

本报讯 （记者何峰 陈章升
慈溪记者站邵滢） 在慈溪市逍林镇
河情指挥室，市镇村三级 42 条河
道的排放监管重点区、污染隐患
盲区、周边群众密集区等关键点
位的动态情况，通过 63 个高清探
头的鹰眼在指挥室大屏幕上一目了
然。

和逍林镇一样，慈溪不少镇、
街道的“河情视频监控系统”已投
入实质性运行，这些“不睡觉的河
长”实时传回河道的影像资料，相
关人员可在第一时间发现污染源
头，第一时间掌握面源情况，第一
时间知晓保洁程度，第一时间处理
污染事件。逍林镇依靠河情指挥系
统已发现并处置污水直排入河、非
法拉网捕鱼、河道垃圾污染等突发
性事件41起。

慈溪通过制订剿劣实施方案，
列出工程清单，建立快速处置协调

机制，开通治水项目并联审批绿色
通道，加快各项治水工程进度。目
前，“剿劣”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两个
宁波市控断面4月起连续达标，4个
县控断面全部提前达标，302 个劣
Ⅴ类小微水体已剿灭155个。

在原有模式基础上，慈溪市进
一步依靠群众、发动群众，通过十
家科技企业集智、百位干部督导、
千名市民共议、万名志愿者认领，
升级打造“十百千万”治水新格
局，全速推进剿劣进程。

慈溪市水治办将全域河道“化

整为零”，创新性地推出“百米志
愿岗”和“百米微河长”等群众参
与剿劣模式，发动党员群众参与周
边河道的巡查管护。“百米志愿
岗”是在河道沿岸每隔几户设立一
个志愿岗，由该岗的志愿者负责日
常管理，宣传治水的重要性，劝阻
村民乱扔垃圾。目前，已经建立百
米 志 愿 岗 2000 多 个 ， 一 人 连 着
户，一户带动片，一片又影响到全
村，形成了剿劣“政企联动、人人
参与、齐抓共促、合力攻坚”的浓
厚氛围。

慈溪治管并举攻坚剿劣

本报讯（记者杨绪忠 通讯
员秦玲琳）“我双腿残疾、行动
不便，没想到工作人员会上门办
理委托签约业务，使公积金提取
足不出户就实现了！”几天前，
家住海曙区双东路一小区的冯女
士对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我
来跑”的特色服务表示非常满
意。

今年以来，市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积极创新，不断简化办理
程序、优化业务系统、提升服务
效能，引入“互联网+”，真正
实现市民办理住房公积金业务

“最多跑一次”，甚至“零跑腿”。
中心对住房公积金办事大厅

窗口布局、服务容量和工作流程
进行整合，设置缴存提取一窗通
办的综合服务窗口，改变业务分
散、重复排队的状况。通过精简
办事程序、减少办事环节、缩短
办事时限，大幅提高即办件的效
率，在“资料齐全、符合法定规
范”的前提下，住房公积金归集
提取 15 项业务均能做到一次办

结、一次到位、立等可取，实现
“一站式”办理。据不完全统计，
仅今年2月至5月，中心共办理单位
业务 17.68 万人次，个人业务 26.53
万人次，均实现“最多跑一次”。

同时，中心以服务群众“零距
离”为目标，切实缩短服务半径，
全力打造延伸服务网点建设，在市
区范围开设了 8 个延伸服务网点，
设立 16 个综合业务专柜，实现一
站式办理常规住房公积金归集提取
业务。今年 2 月至 5 月，8 个延伸
服务网点业务办理量占业务总量的
60%左右。

此外，中心通过“互联网+”
全面升级公积金业务，让单位和职
工享受到“多快好省”的“零跑
腿”服务。目前，部分住房公积金
业务可以实现足不出户办理。如缴
存单位可以通过网上办事大厅办理
单位信息修改、个人变更、转移、
补缴、开户、封存、启封、个人信
息查询、变更、网银凭证号、单位
对账单查询和年度验审等业务。目
前，通过网上办事大厅自助办理住
房公积金业务的单位占近七成。今
年 5月，全国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
接续平台接入工作完成，实现了

“账随人走、钱随账走”，避免了缴
存职工在转入地和转出地往返奔
波。

市公积金中心力推服务“零距离”

15项业务
实现“一站式”办结

昨天中午，在奉化一处漂流基地，游客正在体验漂流带来的激情与乐趣。炎炎夏日，“清凉”旅
游线路备受市民追捧，单这一处漂流基地日游客量就超过千人，我市各漂流景区迎来旺季。

（记者 徐能 摄）
漂流享清凉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15 日电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 14 日至 15 日在
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
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金融
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
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
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
础性制度。必须加强党对金融工作
的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遵循金融发展规律，紧紧围绕
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
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创新和完善
金融调控，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
度，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推进构建

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加快转变金融
发展方式，健全金融法治，保障国
家金融安全，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
循环、健康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在会上讲话。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俞正声、王岐山、张高
丽出席会议。

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国金融改革发展取得
新的重大成就，金融业保持快速发
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金融服务
普惠性增强，金融改革有序推进，
金融体系不断完善，人民币国际化
和金融双向开放取得新进展，金融

监管得到改进，守住不发生系统性
金融风险底线的能力增强。

习近平指出，做好金融工作要
把握好以下重要原则：第一，回归
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
点和落脚点，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
水平，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
化的金融需求。第二，优化结构，
完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
品体系。要坚持质量优先，引导金
融业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
促进融资便利化、降低实体经济成

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保障风险
可控。第三，强化监管，提高防范
化解金融风险能力。要以强化金融
监管为重点，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
险为底线，加快相关法律法规建
设，完善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结构，
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加强
功能监管，更加重视行为监管。第
四，市场导向，发挥市场在金融资
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坚持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处理好政
府和市场关系，完善市场约束机
制，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加强
和改善政府宏观调控，健全市场规
则，强化纪律性。【下转第3版】

习近平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

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
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

今年交警查处滥用远光灯7000起

“刷脸”就能通过养老待遇资格认证

追索“章公祖师”首场听证会：

福建村民要求判决
藏家公开“第三方”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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