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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昊 鄞州记
者站杨磊 通讯员鲍婷婷）“没
想到解决问题的速度这么快！文
明城市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才能
共同享受文明成果。”昨天，鄞
州区文明创建市民巡访团成员张
建婉、林辞红告诉记者，两天前
她们在贺丞公园发现，垃圾桶旁
散落包装袋、水瓶，还有人在绿
化带拉起绳子晒衣服，旁边堆积
垃圾，就用手机拍下照片，发到
巡访群中。鄞州区文明办同步在
鄞响手机客户端进行曝光。白鹤
街道随即组织人员第一时间进行

清理，并派出联系点领导、联系点
干部“一线督导”，将问题就地解
决。

文明城市的创建，离不开市民
的广泛参与。近来，鄞州区通过发
挥互联网、手机移动终端传播迅
捷、受众面广和互动性强的特点，
广泛发动和吸引市民参与文明城市
创建，让市民的监督成为推动文明
城市常态化管理的重要手段。目
前，鄞响手机客户端开设了“不文
明行为随手拍”曝光台，市民如啄
木鸟“啄”出不文明现象，并向

“报料”平台上传照片、描述信息。

鄞州区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说，
鄞州区文明创建市民巡访团细分成
16 组采取集中与分散、明查与暗
访、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的方式，
对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窗口行业
和单位的规范化服务状况、公共场
所的行为规范、市区交通秩序和单
位、街道、社区创建工作等情况进
行巡查，形成人人参与文明城市创
建的良好氛围。

BOBO 公园绿化带上存在乱
停车现象、箕漕街有商户店面装修
占用人行道...... 随着“啄虫挑刺”
全面展开，问题相关的街道和社区

立行立改，而没有被曝光的社区也
自查自纠、积极行动。福明街道福
明家园组织社区社工、物业公司、
墙门组长、楼道志愿者一起联动整
理楼道堆物，同时将无主垃圾堆、
楼道“牛皮癣”、花坛白色垃圾等
一个个清除，使小区环境更加优美
整洁。

鄞州区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对于市民巡访团督查中发现的
问题会建成“账单”，要求责任单
位在 7日内督促整改；对于复杂问
题，由多部门会商解决，确保各种
问题对症下药，逐一消化解决。

市民踊跃参与文明城市创建

鄞州：用手机移动终端“啄虫挑刺”

本报南宁讯 （记者单玉紫
枫 通讯员马建萍 钱芳） 昨天
下午，我市在南宁举行“一带一
路”新门户——宁波保税物流园
区与进口商品中心东盟对接会，
进一步推动我市与东盟 10 国之
间的贸易发展，为更多东盟商品
进入中国市场提供平台。

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组织了东
盟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泰国进出
口运输协会和来自东盟 10 国、
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110 多位采购商、物流供应商参
加了对接会。对接会上，我市相
关部门介绍了宁波投资环境和开
放型经济发展情况，重点推介了
宁波舟山港、宁波保税物流园与
进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

来自香港的 EURASIA 全球
贸易服务有限公司销售经理曾楚
婷表示，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特别
提及宁波港口资源优势明显、产
业基础雄厚，已形成多个有助于
推动进口贸易发展的物流园区与
商品中心，并与全球多个区域有
稳定的贸易往来。该公司对有着

“永不落幕的进口博览会”之称
的宁波进口商品交易中心特别感
兴趣，所以这次特地过来参加对
接会，希望进一步了解宁波。

宁波 38 家进口贸易及货代
公司与中外企业进行了对接洽
谈。汇立酒业、宁波九月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宁波久来久往贸易

有限公司等现场摆摊推介产品。来
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客商在
摊位前驻足流连，洽谈业务。

宁波保税区潮歌酒业有限公司

带来的多款西班牙红酒，吸引了
众多客商现场品尝。该公司执行
董事殷海跃表示：“作为西班牙酒
庄联盟的中国代表，公司主打的7

款红酒取得了西班牙酒庄的独家
代理权。我们希望借助东盟博览
会这一大平台，吸引更多的国内
外经销商。”

中国-东盟博览会再添宁波元素

“永不落幕的进口博览会”开到了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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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龚哲明 通讯
员刘慧杰） 慈溪市打造环杭州湾
创新中心企业法律服务驿站，选
拔热心公益的优秀律师进驻，为
入驻企业提供靠前、及时、专业
的法律服务，截至目前，已发放
宣传单和法律服务联系卡 2000
份 ， 帮 助 解 决 法 律 问 题 20 余
个。这是我市律师踊跃参与全民
惠企法律服务工作，助力“名城
名都”建设的一个缩影。

围绕服务经济转型升级，近
年来，市律协与市总工会、团市
委、市工商联等多方联动，健全
企业法律顾问制度，目前我市律
师已在 4000 余家企业担任法律
顾问，计划年底前全市规上企业
法律顾问覆盖率再递增 15%左
右；推动律师协会与商会建立战
略协作关系，在目前基础上计划
今年在县级以上工商联和行业商
会法律顾问覆盖率超过80%；组
建“工会律师志愿者”“海洋经
济法制推进讲师团”“中小外贸
企业律师志愿团”“涉外商事法
律顾问委员会”等 10 个法律服
务团队，开展“百名律师进千家
企业法律体检”“律师结对中小

外贸企业，保障外贸经济发展”
“精准服务企业普法宣讲课程”
“进企业促和谐劳动关系”等专
项活动，上半年已组织走访企业
11500 余家，举办各类形式讲座
培训 200余场次。同时，积极营
造良好的法治氛围，深化“诚信
守法企业”创建工作，深入推进
送法下乡、进企等演出 800 余
场，征订编印相关法律知识手
册、读物16万余册。

围绕“一带一路”建设，市
律协成立“一带一路”法律服务
团，由省律协副会长赵永清担任
团长，并启动“一带一路”法律
服务智库建设，邀请市内外高校
法学专家、经济学界人士以及法
律服务团成员等加入人才库。在
集聚力量、壮大队伍的同时，我
市律师团队积极推动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法律服务机构搭建
协作关系，目前进展顺利，计划
年底前与香港律师公会、法国鲁
昂律师公会等建立合作关系；启
动市台企台商法律服务志愿团组
建工作，为台企台商提供法律服
务，计划年底前推动区县 （市）
对台工作部门法律顾问全覆盖。

我市律师踊跃参与便民惠企法律服务

十个律师专业团队
服务企业上万家

本报讯（记者黄合 通讯员
陶江明） 高 层 次 人 才 的 “ 出
炉”，需要经历怎样的“过五关
斩六将”？每一个人才项目引进
的背后，有着怎样的生动故事？
昨日，第二届“凤麓英才杯”高
层次人才创业大赛组委会正式发
出“英雄帖”，面向社会公开招
募决赛评委，为未来奉化的转型
发展来“相马”。

据悉，由奉化区委、区政府
主办的“凤麓英才杯”高层次人
才创业大赛，是一项面向全球海
内外“高精尖”领域人才的选拔
活动。经前阶段报名，此次大赛
吸引了来自 18 个国家和地区的
162 个团队和个人参赛，与去年
同比增长 35%，最终将在 9月 28
日举行决赛路演。符合“凤麓英
才”计划项目条件的入选项目除
给予最高 800 万元启动资金资
助、800 万元额度内的银行贴息
贷款外，还将给予最高 800万元
种子基金投资。

此次，为什么要面向社会发
出“英雄帖”？奉化区委人才办
相关人员表示，此举主要是希望
在全社会形成对人才工作的高度

关注，从而提升此次创业大赛的
科学性和合理性，探索建立“创
新+产业+资本”协调发展模
式。“眼下，人才事关一个区域
的发展和未来，需要在社会层面
树立引才用才惜才爱才的良好氛
围，吸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创
新创业项目的高端创业团队来奉
化创新创业。”

那么，评审团有着怎样的门
槛和要求？良好的职业道德、较
高的业务素养、熟悉国家政策

“一个都不能少”，同时还需要
熟悉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
材料及节能环保、信息技术等
重点领域的行业发展动态，具
有较丰富的人才科技项目投资
评审、管理经验；从事相关领
域 5年以上，在行业内具有一定
的影响力等。

据悉，此次评委报名截止时
间为9月15日。大赛组委会将根
据申请人提交的报名信息进行评
估和筛选，择优选用，符合条件
的入选大赛评委库，随后依据申
请人专长安排赛事评审或旁听，
组委会也会对评委进行动态跟
踪、信用评级管理。

“凤麓英才杯”创业大赛决赛在即

奉化广招“伯乐”相人才

本报讯（记者陈朝霞 海曙
记者站续大治 张黎升）“观念
一变干劲足。‘两把扫帚’扫清
了镇域内的路，更扫净了大伙
的环保思想。”绿化带环绕装点
住宅楼间，宽阔洁净主干道穿
镇而过，看着高桥镇一天天地
变美，61 岁的老党员王朋虎由
衷感叹。

王朋虎常挂在嘴边的“两把
扫帚”是海曙区小城镇环境综合
整治工作启动后，在镇乡层面提
出的有针对性的行动方法：一把
是扫地用的“硬”扫帚，推行市
场化保洁，扫清镇乡环境中的卫
生死角；另一把则是清理村民、
居民观念认识不足的“软”扫
帚，采用村民议事厅、文明志愿
者等形式，改变群众日常不文明
行为的陋习。

洞桥镇在今年初革新保洁管
理模式，镇区和 17 个建制村环
卫保洁内容统一打包给一家公
司，进行高标准、规范化的管
理，“污水管道做好了，墙角屋
后打扫由专门的公司服务到家，
真舒坦。”洞桥镇程家村妇女主

任虞明波说。目前，海曙区 8个
乡镇已全面推行市场化保洁，
各乡镇对村级自行开展市场化
保洁都给予不同程度的补助，
按照镇级制定标准、村级强化
考核、保洁公司负责实施，实
现村镇保洁无缝对接，全力清除
卫生死角。

“硬”扫帚扫净，“软”扫帚
保障。“改变乡镇群众的生活陋
习，既能控住脏乱差源头，又能
保障和巩固保洁成果。”有关负
责人表示。自“两把扫帚”活动
启动后，“请勿在小区内种菜养
鸡、乱搭乱建”等不文明行为劝
导融入乡镇 《村规民约》。乡镇
宣传栏里，关于环境卫生的内容
图文并茂，时时提醒着人们维护
爱护好居住环境。前段时间，集
士港镇岳童村党支部书记汪莉萍
带领村党员文明志愿者，清扫路
边堆积的陈年垃圾、弄堂里的杂
草污物。在党员干部的影响下，
随手扔垃圾的村民少了，拿起扫
帚的多了。汪莉萍还挨家挨户发
扫帚和畚箕，让村民养成勤扫庭
院的好习惯。

扫净垃圾，更要扫除陋习

海曙“两把扫帚”清村镇

本报讯（记者黄程 通讯员
陈赛帅 江赛帆） 以前发黑发臭
的宁海茶院乡溪下埠头河段，在
采用高效菌生态修复工程后，目
前断面检测数据已稳定在Ⅲ类水
标准。“剿劣”跑出新速度，得益
于“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助力。

“像这样的生态修复工程，
按常规流程，需要进入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进行公开招投标，确
定施工队伍。”据茶院乡有关负
责人介绍，虽然这种运作方式透

明合规，但会延长项目前期时间，
导致工程进度缓慢。在此情况下，
茶院乡针对治水项目，简化项目审
批环节，在灵活有效率的基础上，
发动政府和社会力量参与，建立乡
村两级监督机制，兼顾工程进程、
质量和款项使用，确保项目推进

“又快又好”。
经过实地调研，茶院乡将各村

申报需要治水的材料减少到只需要
小微水体一点一策、施工合同、小
微水体验收检查表 3种资料，其他

的相关要求均由联村干部等勘验人
员现场核查，极大减轻了村干部的
负担，提高了工作效率。

“简化治水审批流程不等于放
低标准。”茶院乡有关负责人表
示，茶院乡党委、政府在简化办理
流程、减少办事材料、缩减办事时
间的同时，更强化了对小微水体水
质的提升。在实地勘验中，勘验人
员除了认真核实各类材料的真实性
和有效性外，还认真核查小微水体
的情况，依据《浙江省剿灭劣V类

水验收工作管理办法》 进行验收。
同时，茶院乡治水办统一协调跟进
村级小微水体治理工作，负责对各
村小微水体治理进行监督、管理、
考核等工作。

截至目前，茶院乡对升龙村的
龙尾巴沟渠、茶院村的张家沟渠、
茶院村的郑公头沟渠等小微水体 8
处 进 行 了 清 淤 ， 累 计 清 理 淤 泥
8000 立方米。其中许家山池塘、
龙尾巴沟渠等小微水体完成了高效
菌生态治理，面貌已焕然一新。

宁海茶院乡

“最多跑一次”助力“剿劣”加速度

本报讯 （记者余建文 镇海
记者站石全 通讯员张超梁）“以

往天气热时，河堤淤泥就泛漂在
水面上，现在这种现象绝迹了。”
昨天，镇海澥浦镇农旅办的李鹏
勇告诉记者，通过巡查保洁、种
植水草等一系列措施，湾塘村顺
风碑牌张小河已达到劣 V 类小微
水体销号要求。面积逾500平方米

的蛟川街道沿江村塘路外漕，经
过因地制宜整治，也展露出“清
爽”容颜。

据悉，随着上述两处水体达
到劣 V 类销号要求，日前，镇海
区全部 51 个劣 V 类小微水体经相
关联合小组验收，全部达到销号要

求，为“建设港口强区、打造品质
之城”提供了良好的水环境保障。

“这51个池塘、小河、内河等
劣 V类小微水体，均实行个性化方
案，攻克治理难题，总投资达 431.6
万元。”镇海区“五水共治”办相关
负责人说，其中采取生态换水 51
个，栽培水生植物 43 个，安装曝
气装置5台，河岸整治7个。

据悉，镇海区下一步将继续
聚焦截污纳管、科技治水、生态
调水、小微督查等措施，截断小
微水体污染源头，构建良好小微
水体生态环境，发挥小微水体长
管水护水作用，巩固剿劣成果，
严防“反弹”。

镇海51个劣V类小微水体
全部达到销号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