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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脚板走一线
小分队破难题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象山记
者站陈光曙 通讯员陈晓波） 前段
时间，象山西周瀛洲村红白理事会
成员鲍再明的母亲过世。老鲍二弟
虽然是老板，但兄弟姐妹商量后，
决定不办丧宴，不收“人情”。“亲
戚朋友来吊唁，以素餐简单招待，
随到随吃，‘人情’全部退回！”老
鲍以实际行动，积极响应全县深入
推进的婚丧礼俗整治工作。

为倡导喜事新办、丧事简办的
乡风文明新风尚，象山从今年 3月
起，在西周、鹤浦、新桥、黄避
岙、茅洋等 5 个镇乡 184 个建制村
试点成立红白理事会，并逐步推
开。8 月中旬，该县 490 个建制村
实现红白理事会全覆盖。

据了解，各镇乡 （街道） 通过
召开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小组会
议，推选出德高望重、热心服务、
崇尚节俭的党员、群众，担任村红
白理事会成员；每名理事负责一至
两个村民小组，及时掌握小组内村
民的婚丧事信息，并作出相应安
排；同时，各村在广泛征求群众意

见的基础上，制订了《红白理事会
章程》《婚事简办制度》《丧事简办
制度》等，并纳入《村规民约》。

目前，全县各村已基本统一婚
丧办事指导标准和要求：不得赠
送、收受非亲人员的礼金、礼品，
亲戚之间“人情”控制在 500元以
内，出席婚、丧宴人数控制在 300
人以内，餐次为一餐，菜量适当，
每桌不超过 800 元 （烟酒除外），
提倡用自产的酒；婚礼仪式一次完
成，不搞家里一套、酒店一套的重
复仪式，迎亲车辆控制在 6 辆以
内；简化治丧仪式，停柩时间一般
为 3天，提倡当日入葬，不搞二次

送葬；凡不遵守规定，坚持大操大
办的，不准参加村里各项评先树优
活动，在规定年限内不能享受村里
任何福利待遇。

“红白理事会作为群众性自治
组织，在帮助村民保持婚丧传统习
俗的同时，又弘扬勤俭节约的传统
美德，引导大家‘花最少的钱，表
达最深的感情’！”县婚丧礼俗整治
办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
已 印 制 了 《红 白 理 事 会 工 作 手
册》，内容包括理事会章程制度、
村红白事情况汇总表、党员干部操
办婚丧事报告表、婚丧宴举办操作
流程等，近日将下发至各村。

将婚丧礼俗整治渗透到每个“细胞”

象山村级红白理事会实现全覆盖

本报记者 董小芳
通讯员 甬仁言
实习生 陈含章

象山鹤浦镇人大代表联络站开
张的第二个接待日，“鹤浦压脚河
臭气熏天，希望政府治理”的建
议，就递上了接待代表们的案头。

鹤浦镇压脚河长约 3000 米，宽 15
米，是镇新区三四千户居民生活和
众多企业生产唯一的排污通道，日
积月累，污染严重。用水湖涂村村
民金正贵的话来形容，就是“浮上
来的脏东西一块一块的，河水又黑
又臭。”

群众的期待就是动力。鹤浦镇
人大主席团很快讨论研究，马上调
研制订整改方案，并将方案送到镇
党政会议上。当年 10 月，镇政府
出资 30 万元，开展机械大清淤，
河水水质得到改善。

但源头没“掐住”，只能是暂

时性的干净，治标不治本，沿河污
水仍然源源不断地流入。在随后的
鹤浦镇人代会上，郑宏金等代表建
议标本兼治，全面治理压脚河生态
环境。镇政府领导经过研究，把压
脚河治理作为年度重点实事工程项
目，增加投入 300万元，在流域区
进行污水大改造。接通每家排污
口，通过管线铺到新建集污池，并
经过滤后再排入河道。同时，在沿
河两岸植树种草，修建长廊、花
坛、游步道等。

目前，已完成河道清淤、污水
纳管、河道保洁、河道护栏安装等

工程。水清了、岸绿了，河道水质
得到明显改善。

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是群众的
事就牢牢放在心上。从建站第一天
起，这便成了鹤浦镇人大代表联络
站一以贯之的原则。

2015 年夏天，居民多次到代
表联络站反映大河江水质变差，河
水泛黑色。镇人大主席团组织代表
穿上救生衣，乘上冲锋舟，溯河而
上实地勘察，发现河段淤泥厚积，
河床抬高。最终在人大代表督办
下，县、镇拿出 2000 多万元，逐
段清淤主河道，沿岸砌坎绿化，大
河江岸绿水清，面貌焕然一新。

诚如鹤浦镇人大主席蔡金星所
言：“联络站畅通了政府工作与社
情民意的对接。人民代表为人民，
反映群众呼声，为百姓排忧解难，
为政府减轻压力，是我们的职责所
在。”

为了条条河流岸绿水清
——记象山鹤浦镇人大代表联络站

本报记者 朱军备 王博

昨天，鄞州区各级各界通过
开展座谈会、学习会等形式，表达
缅怀之情，开展向蔡康国同志先进
事迹学习活动，传承其一心为民、
一心干事、一心为公的精神。

全国道德模范、百丈街道划
船社区党委书记俞复玲表示，蔡
康国感动了一座城，也在宁波的
道德高地上矗立起了一座新的丰
碑。他低调做出了高调的事，而
他在工作中展现出来的“拼劲”

“闯劲”“干劲”更让人心生敬佩。
在邱隘镇东雅村村委会蔡康

国的办公桌里，记者发现一些他
还没有吃完的药。左侧墙边静
静地放着几张设计效果图。一
张 图 绘 制 的 是 双 雅 桥 设 计 图 ，
另一张是文化礼堂全景，还有
一张是文化礼堂前的曲桥小池
效果图。这是老蔡为村民办实
事的见证。

“双雅桥正在施工中，是老蔡
一直惦记着的，也是他的一桩

‘心事’。”村党支部副书记、村主
任助理蔡泰昌指着设计图说，为
了这座桥，老蔡操碎了心。

东雅村新居的东边就是该村
的“母亲河”东雅河，紧邻东外
环高架，再东边就是新建的文化
礼堂。村民去文化礼堂、红白喜事
堂需走公路，还需左转到高架下，
并有点逆行，存在安全隐患。如果
在住宅楼与文化礼堂之间架座桥，
就会大大方便村民行走。

从今年初开始，这座桥就开
始进入设计阶段。每一个细节，
老蔡都会自己实地去“勘测”。设
计定稿下来后，老蔡又想到了一
个问题：桥有坡度，却没有设计
台阶，会给行人带来不便。于
是，在他的坚持下，在斜坡的两
侧又增加了台阶。

这座桥施工到中途，却停下
来了。因为在一次质检过程中，
桥身水泥浇筑部分没达标。“老蔡
不同意，坚持要拆。他说，事关
质量和安全，马虎不得。”就这
样，在蔡康国的坚持下，建成部

分最终还是被拆掉了。
老蔡的第二桩“心事”，也跟

东雅河有关。
经过几轮整治，东雅河的水

质已经从原来的劣Ⅴ类水变成了
如今的Ⅳ类。2013 年 6 月，村里
进行东雅河二期建设，在河岸的
一侧修建了亲水平台和生态走
廊。而另一侧，虽然在原本的黄
泥土种了植被，但遇到大水，还
是会将泥冲到河中，影响河水水
质。

跟镇里协商后，老蔡打算在
河岸边用石头砌成河堤。“已经提
上了议程，老蔡却走了。”邱隘镇
副镇长上官福足说，按老蔡的要
求，这段河道上需砌石 1200米，资
金大约需 180 万元。但这样的项
目，需要做方案和立项，今年启动，
可能到2018年能动工。

“第三张曲桥小池图是一个小
公园，是老蔡的第三桩心事。”蔡
泰昌说。设计图上所绘制的，是
东雅村的文化礼堂。村里从 2014
年就开始筹备，几经曲折。“没有

老蔡的奔波，这座文化礼堂是建
不起来的。”村农业社社长夏仁良
说，文化礼堂本来是从填平的河
漕上新建的，但上面刚好有高压
线穿过。供电部门为安全起见，
不允许建。最后，老蔡同供电部
门协商后，供电部门将三个铁塔
提升了高度，解决了难题。

去年 10 月，文化礼堂落成，
全体村民像过节一样高兴。但是
门前一块占地约 4 亩的荒地，却
空在了那里。前不久，老蔡获得
一个信息，有一批树苗因拆迁要
挖掉，可以迁来种植。住在医院
里的老蔡，还与镇、村干部联系
种树的事。

在村文化礼堂里还保存着一
些古物，计划利用礼堂空场地办
一个博物馆……

“造桥，建公园，办博物馆，
砌河坎，种树……老蔡为村集体
忙忙碌碌，操不完的心。他没能
完成的心愿，我们要将其完成，
让他放心，也让村民满意。”蔡泰
昌和夏仁良异口同声地说。

“老蔡没完成的事，我们要继续办好”

本报讯（记者董小芳 通讯员
吴国昌） 为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
加强对检察官履职的监督，日前，
市检察院探索出台《宁波市检察机
关 检 察 官 履 职 监 督 办 法 （试
行）》，对入额检察官司法办案工
作实施全面动态监督。

《办法》 要求，全市检察机关
要紧扣司法办案重点环节，聚焦

“办好案”，按照事中监督与事后监
督、全程监督与重点监督、内部监
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的原则，通过
业务管理、流程监控、案件质量评
查、司法规范化检查、申诉复查、外
部评价等方式，对入额检察官执行
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情况，执行司法
规范、规章制度情况，办案质量及效
果情况以及履行岗位职责的其他情

况进行全面、全程、动态监督。
值得一提的是，《办法》规定检察

官履职监督情况将纳入司法档案，全
面记录检察官办案数量、质量、效率、
效果以及检察官履职监督等情况，为
客观公正评价工作绩效提供依据。同
时，检察官司法办案规范情况将纳入
检察官业绩考核评价体系，进一步落
实责任挂钩，引导督促检察官养成规

范司法、文明办案的思想和行为自觉。
“对员额检察官履职全程实行

动态监督，是保证检察机关依法独
立公正行使检察权，适应执法办案
和检察队伍发展的需要，目的是从
现有检察官队伍中遴选出理论功底
深厚、办案经验丰富的优秀检察
官，回归一线办案，对案件质量终
身负责。”市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说。

市检察院创新探索落实司法责任制

对员额检察官履职实施全程动态监督

东雅村新建的文化礼堂。 东雅村新居和村中公园。 （记者 崔引 摄）

本报讯 （记者陈飞 通讯员
葛舟泱） 昨日，记者从 2017甬港
经济合作论坛筹备工作会议上获
悉，2017 甬港经济合作论坛将于
9 月 26 日至 28 日在香港举行。李
关定出席会议并对进一步做好论
坛筹备工作提出要求。

据介绍，2017 甬港经济合作
论坛紧紧围绕我市加快建设“名
城名都”、早日跻身全国大城市第
一方队的发展目标，全面贯彻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
发展理念，主动参与和服务国家

“一带一路”建设，大力推进“六
化协同”战略，充分发挥“宁波
帮”优势，以“深化合作，融合
发展”为主题，以经济合作为主
轴，着力加强甬港两地全方位务
实交流合作，努力实现互利共赢
发展。

2017 甬港经济合作论坛由开

幕式暨“财富甬港：新机会新成
长”主论坛、5 项专题活动和其
他有关活动组成。5 项专题活动
包括宁波国家保险创新综合试验
区专题推介会、2017 宁波都市圈
旅游港澳推广周、2017 甬港青年
企业家峰会、2017 甬港学生跨境
流动对接会、宁波高层次人才智
力引进培养活动等。

除主活动外，本次论坛还将
举办“东方之珠·名城名都”画
说甬港油画作品展、甬港两地创
业创新项目对接会、香港来甬实
习学生回访交流座谈会等一系列
互动交流活动。

据 了 解 ， 甬 港 经 济 合 作 论
坛是我市对外开放的重要活动
平台和甬港交流合作的重要载
体，由市政府和香港贸发局联
合主办，至今已经成功举办 15
届。

2017甬港经济合作论坛
9月下旬在香港举行

本报讯 （记者张燕 通讯员
余明霞 应科苗） 记者昨日从市
交通委获悉，我市“大脚板走一
线，小分队破难题”项目象山湾
疏港高速昆亭至塘溪段前期工作
取得突破性进展，目前项目施工
图已基本完成，即将开展施工图
审查。

象山湾疏港高速昆亭至塘溪
段是宁波市高速公路网规划“二
环十射四连四疏港”高速公路网
布局中外环高速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连接宁波舟山港与义乌
国际内陆港、台州港及温州港的
重要疏港陆路通道，沿线串联宁
波舟山港六横公路大桥、甬台温
复线。

该项目起点昆亭枢纽互通与
规划宁波舟山港六横公路大桥相
接，终点塘溪枢纽互通与甬台温
高速复线相接，路线全长24.15公

里 。 全 线 布 设 桥 梁 15 座 ， 长
16694.1 米，隧道 4 座，长 4509.5
米 ； 互 通 式 立 交 4 处 （昆 亭 枢
纽、春晓互通、瞻岐互通、塘溪
互通）。

为 争 取 项 目 年 底 开 工 ， 日
前，副市长褚银良“挂帅”，由市
交通委、发改委、水利局、规划
局、财政局、鄞州区、北仑区以
及宁波舟山港集团等部门和单位
组成的小分队就象山湾疏港高
速昆亭至塘溪段工程召开协调
推进会。大家“挂图作战”，结
合市高指前期开展的项目施工
图勘察设计工作和下步破解投
融资、优化设计、土地报批等
难题进行商讨和任务分解。相
关部门的负责人围着项目路线
的平面图，一边研究讨论，一边
发表各自建议，协调工作成果显
著 ： 本 项 目 按 PPP 模 式 投 资 建
设，基本明确了政府方资金的筹
措方案；确定了项目局部涉及
LNG 管线的迁移方案；落实了用
地保障责任，并明确了昆亭枢纽
建设问题等。

象山湾疏港高速昆亭至塘溪段
前期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

昨天，宁波大学的外籍留学生来到鄞州钟公庙街道钟裕社区，向这
里的文艺骨干学习越剧表演技巧，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丁安 孙燕 摄）

中国戏曲好精彩

本报讯 （记者何峰） 由宁波
市文明办、市农办、宁波日报报
业集团联合发起的第三批“最洁
美村庄”推选活动，经读者网友
投票和专家评审，昨日产生 20
强。

进入 20强的村庄是：奉化区
大堰镇湖边桥村、鄞州区姜山镇
走马塘村、鄞州区咸祥镇南头
村、北仑区春晓街道三山村、慈
溪市宗汉街道庙山村、东钱湖城
杨村、鄞州区姜山镇陆家堰村、
奉化区萧王庙街道青云村、宁海
县力洋镇海头村、慈溪市横河镇
梅园村、余姚市阳明街道西街
村、奉化区裘村镇黄贤村、象山
县泗洲头镇何婆岭村、海曙区龙

观乡李岙村、江北区慈城镇南联
村、余姚市陆埠镇兰山村、宁海
县桑洲镇南岭村、象山县黄避岙
乡高泥村、余姚市梁弄镇横坎头
村、慈溪市龙山镇潘岙村。

今年的推选活动继续实行市
县两级联动，余姚和慈溪先期举
行了“预选赛”。第三批“最洁美
村庄”竞争较往年更为激烈，推
荐环节收到推荐材料近 900 份，
共有 131 个村庄被推荐。推选活
动50进20的投票通过报纸、甬派
客户端、“文明宁波”和“乡下
头”微信公众号、中国宁波网等
渠道进行，仅报纸就收到有效选
票5600多张，有50多万人次关注
并参与投票。

第三批“最洁美村庄”推选
20强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