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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吴向正 通讯
员陈海英） 昨日是“中华慈善
日”，新版宁波慈善网启动仪式举
行。新版的宁波慈善网除了原先
拥有的信息公开、文化宣传功能
外，增添了网上爱心捐款、在线
求助、善款募集、项目推广、项
目反馈、捐赠人服务等功能，使
爱心人士可以很方便地在线上捐
款，困难人士可以较快捷地在网
上求助，“互联网+慈善”模式正
向你我走来。这意味着市慈善总
会贯彻落实慈善法，向进一步规
范管理、促进工作公开透明迈出
了坚实的一步。

据介绍，截至去年 12月，全
市两级慈善总会共募集善款54.98
亿元，救助支出 42.24 亿元，使
338.3万名困难群众得到了帮助。

新版宁波慈善网根据慈善法
和民政部有关法规要求，与作为
民政部指定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
之一的“公益宝”合作，通过宁
波慈善网发布的在线募捐项目

（同步转到“公益宝”，切实做到
合法募捐），为捐赠人提供便捷、
多样化的捐赠途径和在线支付方

式。
根据 《宁波市慈善总会网络

求助暂行规定》，求助发起人可以
通过宁波慈善网向社会请求帮
助。网络求助的发起人包括拥有
宁波户籍人员和在宁波连续居住
3年以上 （含3年） 的外来务工人
员。市慈善总会对求助发起人提
供的有关材料进行审核后决定是
否同意发起网络求助。

基于项目在线筹款功能，宁
波慈善网从项目发布、项目筹
款、项目执行、执行反馈、项目
新闻、项目收支明细等多个角度
进行全过程的动态反馈，让捐赠
人了解钱从哪里来、钱到哪里去。

捐赠人可以通过注册成为宁
波慈善网用户或宁波慈善微信公
众号用户。宁波慈善网会为捐赠
人建立终身爱心档案，设立网上用
户服务中心，记录其捐赠信息、冠
名基金、救助对象、参加活动等相
关资料，为捐赠人建立一个网上
专属的个人爱心空间。宁波慈善
网在捐赠过程中能自动生成捐赠
证书，捐赠人在捐赠资金被使用
时能收到资金使用通知。

新版宁波慈善网上线
搭建在线募捐和求助平台，记录每笔善款去向

本报讯（记者张昊 鄞州记者
站杨磊 通讯员康孙琦） 昨天是国
际慈善日，也是第二个“中华慈善
日”。上午，位于鄞州区的慈善文
化新地标——善园内门庭若市、人
声鼎沸，各界爱心人士齐聚一堂，
感受慈善、参与慈善，共同启动善
园“慈善周”并举行慈善主题书法
展，一大批爱心企业、事业单位、
公益机构踊跃捐款捐物，总价值超
过450万元。

善园是国内首个公益慈善综合
体，集展示、体验、参与、服务、
公益倡导于一体，具游览、休闲、
教化功能。

在昨天的善园慈善主题书法展
活动现场，著名书法家、市书法家
协会名誉主席陈启元现场泼墨挥
毫，写就“春风化雨”四个大字，
捐赠给善园。浙江姬存希化妆品有

限公司现场捐赠 200万元启动“存
希公益基金”助力教育，鄞州眼科
医院对白内障复明工程项目进行
150 万元的定向捐赠，紫林坊艺术
馆向善园捐赠了价值 100万元的实
木办公家具 199 件 （首批已交付
114件）。

善园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严意娜
说，善园是推广鄞州“义乡精神”
的重要平台，也是政府科学主导、
公益组织有效引领、企业和民众积
极参与的慈善新模式的探索。自 6
月 17 日开园以来短短 2 个多月时
间，通过线上线下众筹等方式，已累
计筹集善款超过 1500 万元。“善园
网”上线一年多来发起慈善众筹项
目674个，对接善款1054万元，有超
过 70万人次参与慈善公益，帮扶了
6000 多个家庭，把“爱心宁波·尚德
甬城”品牌擦得更亮了。

“中华慈善日”：

鄞州善园获捐钱物450万元

昨天，鄞州白鹤街道贺丞社
区举行“我最喜爱的习总书记的
一句话”活动。辖区党员把自己
喜爱并写在条幅上的习总书记的
一句话粘贴在展板上，在社区公
园里展示。

（丁安 陆雯文 摄）

我最喜爱的
习总书记
的一句话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闻晓明）北仑霞浦亚西村有个名叫

“震生行”的大宅院，里面有个书香
门第，大家庭中有18人光荣地成为
教师，从事着“太阳底下最光辉的
事业”。昨天，记者走访了这个从大
宅门走来的教师世家。

在岷山学校当教师的茅蓓蕾
是这个大家族的第三代从教者。她
说，老家霞浦亚西村的“震生行”在
当地小有名气，世代崇尚读书，以
传道、授业和解惑为荣。

家族的第一代教师是茅蓓蕾
的外公、外婆。夫妻俩在新中国成

立前就从事教师这个职业，见证了
新中国教育的发展，一直到年满退
休。外公张维新先后在霞浦蛟碶小
学、九峰小学从教。外婆丁明智出
生在一个家境厚实的大家族，曾就
读南京女子高等学院，在当时进步
思想的熏陶下，她和家里 4 个兄弟
姐妹先后走上从教这条道路。丁明
智先后在霞浦大胡小学、山前小学
从教，曾担任后者的校长，直至
1967 年退休。在当地村民眼里，丁
明智特别有同情心，时常会给家贫
的学生买吃的用的。特别是在上世
纪60年代初自然灾害时期，她宁可

自己饿着，也要把吃的分给学生
们。退休在家后，尽管身患高血压，
她还是闲不住揽事做——辅导数
名学生，不收一分钱。

茅蓓蕾的母亲掰着手指头告
诉记者，她大伯家有2位教师，叔叔
家两夫妻和儿子都是教师，三个堂
兄家共走出了 8 位教师。她姐姐也
是一位教师，而她自己则找了一位
教师丈夫。

茅蓓蕾的父亲茅振达 1977 年
从宁波师范毕业后，到大榭中学教
物理和化学，1987 年 8 月调到北仑
区教育装备中心直到退休，曾被评

为省装备工作先进个人、北仑教育
局年度先进个人、优秀党员。茅蓓
蕾发现，每当学生来家看望父亲
时，他是最快乐、最幸福的。当一位
教师成为茅蓓蕾从小的心愿。

2000 年的 8 月，茅蓓蕾终于如
愿踏上了神圣的三尺讲坛。“也许
是家族众多教师的言传身教，我
一直以一种乐观、积极、务实的
态 度 在 这 个 热 爱 的 岗 位 上 努 力
着！”茅蓓蕾曾获得北仑区教坛新
秀、北仑区课程改革实验先进个
人、北仑区巾帼建功活动先进工
作者、优秀党员等荣誉称号，还
曾先后获得两次张士柏奖学(育)
金、市小学英语优质课三等奖、
市青年教师新五项基本功竞赛英
语全能三等奖等。

教书育人虽苦，但苦中有乐。
茅蓓蕾说，来自祖辈和父辈的教育
世家的气质早已融入她的生命。

北仑霞浦亚西村有个书香门第——

一个大家庭出了18位教师

本报讯（记者周琼 通讯员任
社）一群爱诗爱音乐的“孩子”走
到一起，打磨出了全国最大的民
谣诗歌类社群，为热爱生活和文
艺的城市青年提供内容产品，这
是来自今年大创赛数字文化创意
行业赛的优质项目；正式场合，
需 要 着 正 装 、 穿 高 跟 鞋 ， 下 了
班，就希望换上平底鞋，来自互
联网+云生活行业赛的智能百变鞋
项 目 一 下 子 打 动 了 不 少 职 场 女
性；而来自智能制造行业赛的智
能发电背包、自主巡检移动机器

人等项目，则一下子将科幻和现
实紧密结合在一起。昨天下午，
历经三个多月的征集、初赛、复
选，2017 中国宁波青年大学生创
业大赛的三大行业赛均决出最终
的优胜项目。更让人惊喜的是，
记者从赛事组委会获悉，参赛项
目中，有意向落地宁波的项目共
有166个，其中确定并已着手落地
宁波的优质项目达75个。

记者了解到，这次由宁波市
人民政府主办，宁波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宁波市青年创业创新

协会、宁波市创业联盟承办的大赛
从6月1日开始，历经97天，在全国
征集到 857个项目参赛。通过 15场
赛区赛和 3 场行业赛决赛的竞逐，
不少创业者对宁波有了更深层次
的了解，并深深喜爱上甬城的创业
氛围。赛事进行过程中，已有 75 个
项目确定落地宁波。

我市对于创业创新的全力扶
持，吸引的不仅有创业者，还有
追逐创业项目而来的风投机构。
在赛事推进过程中，各行业赛执
行方建起一支超过 80 人的投资人

队伍和超过 150 人的创业导师队
伍。为有效保证落地项目在宁波
顺利发展，各行业赛区设立了专
业孵化平台，为项目落地、深耕
宁波提供有效保障。其中，执行
承办数字文化创意行业赛的宁波
拿趣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更
是与上海百纳资本结成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成立了5亿元的创业基
金，在大赛期间募集完成，并确
定落户鄞州区，定投数字文化创
意产业领域，助推这些优秀项目
的落地和发展。

2017中国宁波青年大学生创业大赛三大行业赛巅峰对决

75个项目确定落地宁波
宁波拿趣公司成功引入5亿元创业基金助推项目成长

本报讯（记者张昊）“世界都
是有秩序的，迈步向前，未来随
后”“法律，既不刻在大理石上，也
不刻在铜表上，在每个人的内心
里”……最近，市民在天一广场散
步时会留意到多了这样一批新颖
耐读、启人心智的公益广告。目前，
我市公益广告刊播提质扩面行动
初见成效，市区 25条道路增设了
灯杆旗幔公益广告，7条“道德模范
宣传一条街”亮相。公益广告犹如
盏盏文明之灯，于潜移默化中传递
着正能量，引领知荣辱、讲正气、作
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成为文
明宁波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无私奉献守护“城市良心”的
王飞耀、蹈火救人勇士诸德峰
……曾经感动甬城的道德模范名
字和身影，再次出现在大家的视
线中。海曙区灵桥路、江厦街、开
明街，江北区大庆南路，鄞州区天
童南路，镇海区沿江路，北仑区岷

山路，奉化区大成东路被打造成
“道德模范宣传一条街”，这些动
人的名字和故事将闪耀在甬城街
头。“道德模范公益广告，既扮靓
了城市，又很有教育意义。”市民
刘女士说，“这样的公益广告不但
好看，也让人们感受到了文明道
德的力量。”

为了增强公益广告宣传的渗
透力，我市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
视、互联网、户外广告牌、路名牌、
楼宇广告牌、公共移动媒体等阵
地，扩大公益广告宣传的覆盖面，
增强影响力。我市还从细处入手
延伸公益广告宣传的触角，不断
增强公益广告宣传的渗透力。在
公交车拉手、电梯轿厢、公共场所
桌椅、公共绿化隔离栏等，渗入公
益广告内容，通过小阵地宣传大
文明，把公益广告宣传有机融入
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起到润物
细无声的效果。

7条“道德模范宣传一条街”亮相

公益广告扮靓甬城街头

本报讯（记者陈章升 通讯
员韩晓诚 徐丹妮）在电源线行
业总体形势下滑的背景下，位于
慈溪市桥头镇的万能电子有限公
司年产值仍以 20％至 30％的幅
度稳步增长。探究企业逆势发展
的“秘籍”，总经理余孟达归功于
万能电子创新发展的“红色引
擎”——“三导向三促进”非公党
建模式。

今年，桥头镇高度重视两新
党组织建设和作用发挥，安排班
子成员与重点企业一对一结对指
导党建工作。

万能电子的党支部在企业的
文化建设和创新发展上充分发挥
了核心引领作用。“‘三导向三促
进’非公党建模式具体是指‘以党
建驱动企业发展为导向，提升企
业产品竞争力；以党建引领企业

文化为导向，提升企业员工凝聚
力；以党建增强企业责任为导向，
提升企业影响力’。”余孟达说，如
果干部职工是党员，须戴党徽上
岗，这样既便于员工对党员进行
实时监督，又可以时刻提醒党员
自己的身份，主动关心员工需求。

目前，万能电子有多个以党员
为核心的管理创新团队，其中在降
低生产成本方面就有 7个课题小
组。近三年，这些“降本小组”主持
了30多项降本课题，其中67%的课
题由党员骨干负责。截至目前，累
计降本金额有580多万元。

除万能电子外，桥头镇的佰莱
克斯和川浪实业等企业也积极构建
党建活动室、图书室、红色网络室，
安排党员结对普通员工，在生活、工
作上给予关怀和照顾，做到生活困
难有人帮、工作困难有人教。

慈溪桥头镇

“红色引擎”牵引民企创新发展

昨天，稠州银行余姚支行的志愿者放弃午休时间，顶着烈日在余
姚南雷南路马路两侧清洗公交候车亭、垃圾箱和公共自行车，用实际
行动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加分。 （吴大庆 徐文杰 摄）

为美化城市加分

本报讯 （见习记者孙佳丽）
前日，我市服务小微企业成长暨
2017 民企“对接现代科技现代
金融”活动月正式启动，该活动
将持续至 9月底。其间，我市将
开展 2017 中国浙江·宁波人才
科技周、科技对接活动、金融对
接活动以及浙江好项目·2017
中小微企业创新创业大赛等活
动，助力成长型小微企业发展。

抵押担保匮乏、融资渠道狭
窄是制约小微企业发展壮大的

“拦路虎”。民企“双对接”，则
是民营企业通过对接现代科技、
对接现代金融，提高自主创新能
力、拓宽融资渠道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我市银行持续改善
小微企业融资环境，支持小微企
业转型发展。截至今年 6 月底，

全市小微企业贷款余额4878.8亿
元，同比增长 6.7%，增速高于
全部贷款2.26个百分点；法人机
构小微企业贷款申贷获得率达
93.5%；小微企业获得商标质押
贷款余额 11.97 亿元，累计已有
1.7 万家小微企业和农户获得贷
款，贷款超150亿元。

据了解，此次民企“双对
接”活动月首场金融超市专场活
动已在奉化率先开展，现场授信
放贷 1083万元。“公司成立才两
年，年产值已有 100多万元，但
因没有抵押物，一直未申请到贷
款更新设备。”前几天还在苦恼
的奉化区浩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人宋建表说，现场获得泰隆
银行放贷 33 万元，解决了融资
难问题。

2017民企“双对接”活动月启动

首场专场活动
现场授信放贷逾千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