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特种车综合商

业保险保险单 1 份，单证

流 水 号

PCC00000316290003000，

声明作废。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

司

遗失正本海运提单

一 式 三 份 船 名 航 次 ：

CMACGMVOLGA

235BX，提 单 号 ：CO-

SU6157780420，声 明 作

废。

宁波集发国际货运

有限公司

遗失正本海运提单
一 式 三 份 ，船 名 航 次 ：
AIN SNAN/002W，提
单 号 ： MO-
LU11046916456，声 明 作
废。

瑞安市徕特汽配有
限公司

遗失党支部印章一
枚（宁波新松机器人科技
有限公司党支部），声明
作废。

宁波新松机器人科
技有限公司

遗失税务登记证副
本 ， 号 码 ：
513022198611211163，声
明作废。

宁波市镇海区蛟川
玉林电脑店

遗失《出 生 医 学 证

明》，号码：G330347238，

声明作废。

金佳慧

遗失发票章一枚，税

号 ：

91330206MA28413G27，

声明作废。

宁波西贝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北仑银泰分公

司

遗失第六医院病人

费用结算单一份，票据代

码 ： 31301， NO：

1374883468，声明作废。

应坚

遗失残疾证，证号：

33020619430702401X44，

声明作废。

俞惠康

遗失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3320011446102，开

户银行：浦发银行宁波分

行北仑支行，声明作废。

宁波市北仑区大碶

恒润油品经营部

遗失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3320001720001，开

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宁

波开发区红联支行，声明

作废。

宁波市北仑区小港

精艺塑胶制品厂

遗失商品房购房凭

证，号码：0004402，声明

作废。

王静波

遗失他 项 权 证 ，编

号 ：甬 房 仑 开 他 字 第

2008811771 号 ，声 明 作

废。

潘兴旺

遗失启事

下列日报下列日报发行部发行部均可受理均可受理
永寿发行站永寿发行站 永寿街永寿街22——88号号 8787279392279392

白杨发行站白杨发行站 白杨街白杨街2828--11号号 8714684487146844

青林湾发行站青林湾发行站 青林湾街青林湾街11号号 8703791087037910

民安发行站 民安路民安发行站 民安路248248号号 8737323587373235

春晓发行站春晓发行站 育兴街育兴街2727号号 8792946587929465

慈城发行站慈城发行站 竺巷东路竺巷东路3333号号 8759147587591475

接待处：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901号 电话：87682193
时间：周一至周五 上午９00—1100 下午1400—1730

丽园发行站丽园发行站 薛家南路薛家南路8888弄弄2020号号 8818589388185893
宋诏桥发行站宋诏桥发行站 宋诏桥路宋诏桥路55号号 8784228987842289
高新发行站高新发行站 海棠路海棠路9494号号 8791222987912229
江北发行站江北发行站 生宝路生宝路7070号号 8767600587676005
鄞东发行站鄞东发行站 四明中路四明中路9393号号 8811706188117061
鄞西发行站鄞西发行站 鄞县大道西段鄞县大道西段834834号号 8825479888254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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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明朗

通过强化政策引导和机制创
新，宁波现代种业异军突起，培育
出甬优系列杂交水稻、微萌系列瓜
菜、振宁黄鸡、宁波岱衢族大黄鱼
等一大批特色优势种业产业，扎根
全省内外，香飘大江南北 （9 月 8
日《宁波日报》）。

这些，只是宁波农业供给侧改
革的缩影。近年来，我市优化种植
业结构，坚持“稳粮、优经、强
特”，逐步形成甬优系列水稻、优
质瓜果等一批特色优势产业和产
品；优化经营结构，通过推广整村
整组委托流转、跨村整片整镇统一
流转和土地股份合作等形式，培育
壮大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业龙头企业和农业经营性服务组
织等经营主体；优化产业结构，创
建新型产业联合体，大力开展农业
产业集聚区、现代农业庄园和精品
农业风景线等都市农业示范区建
设；推进绿色发展，不断提高农业
生产标准化水平，创建国家农产品
质量安全市；打造高效农业，推进
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等对现代
农业的全方位深度渗透，率先在全
省实现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在
农业供给侧改革中，我市正以优取
胜，推动农业华丽升级。不过，要

想使“田园变公园、农区变景区、
劳动变运动、产品变商品、农房变
客房”的景象成为现实，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还有很多事要做。

改变一种观念——以提高农业
供给质量为主攻方向。在余姚泗门
镇大片盐碱地上，祖祖辈辈只能种
植低经济效益作物。90 后小伙汪
艇艇通过市场调查，改种草莓、葡
萄、无花果、猕猴桃等作物、果
树，并坚持绿色生产，通过技术手
段改良土壤性质，历尽艰辛后大获
成功，其农场先后被授予“浙江省
示范性家庭农场”“宁波市标准化
基地”等荣誉称号。由于盐碱地水
果口感好，品牌美誉度、影响力不
断提升，消费之火越烧越旺，今年
仅葡萄销售额就超过200万元。

汪艇艇的实践表明，农民和农
业经营主体要想生产出优质农产
品，必须具备先进观念，彻底改变

“我种你吃、我卖你买”的生产、
经营方式，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产品
结构，以提高农业供给质量为主攻
方向，消除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
给，减少低端供给，拓展高端供
给，才能在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
地。

探寻一种路径——在保证供给
的前提下突出个性。在我国经济生
活中，仿制已成公害，某个产品有

销路，便一哄而上，农业供给侧改
革对此也应警惕。这几年，宁波民
宿发展有如雨后春笋，一些业主急
于分得一杯羹，一味跟风，简单模
仿，造成同质化严重，“民宿投资
过热，面临市场洗牌”的声音不时
响起。象山“心灵谷”主姚茂国另
辟蹊径，建设度假村不采用当下流
行的“风投”模式，设计、施工、
运营管理全部亲力亲为，节约了巨
额成本；发现大众化旅游项目空窗
期长，入住率不高，回本盈利“遥
遥无期”，便“走家庭化路线，提
高附加值”。他新盖两栋钢架结构
度假木屋，内设餐厅、客厅，家具
电 器 一 应 俱 全 ， 定 价 1500 元 一
晚，受到热捧，吸引携程等旅游平
台入驻，客房收入大增。

“心灵谷”的成功表明，农业
供给侧改革路径有千条万条，经营
主体情况各不相同，绝不能“依样
画葫芦”，要选择那种既符合消费
者意愿，又适合自己特长的个性化
经营策略，才能做到八仙过海，各
显其能。

达成一种目标——农业增收、
农民致富，生产者和消费者实现共
赢。农业供给侧改革是否成功，既
要看供给体系是否优化，还要看农
民钱袋子是否鼓起来。本世纪初，
象山县选派一批柑橘种植能手赴日

本学习柑橘种植技术，其中李根土
学以致用，率先将带回的新品种在
小范围嫁接，经过 6年艰辛育成肉
质细腻、香味独特、含糖度高的“红
美人”，每公斤售价八九十元，仍
被抢购一空。其 1.7 亩“红美人”连
续几年卖出 20 万元天价，如今“红
美人”种植面积已扩大到1500亩。

“红美人”的成功具有标本意
义。宁波是柑橘种植大市，不过多
数柑橘品种太酸、倒牙，有一年柑
橘丰收，却成为少人问津的“伤心
果”，大量柑橘烂在地里，地方政
府只好倡议大家购买“爱农橘”。
深谙优胜劣汰市场法则的象山县，
着眼农民、关注农民，实施具有前
瞻性的“橘农留洋”计划，使李根
土等人脱颖而出，并成为带领农民
致富的“酵母”，更使当地柑橘产
业从“鸡肋”一跃成为优势产业，
不仅为市场提供了高档农产品，也
让农民致富，达到了让城市消费者
和农民双赢的目的。

以优取胜是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应有之义

据 9 月 17 日新华社报道：
为适应户籍制度改革要求，山东
将建立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
迁子女入学政策。要求坚持以公
办学校为主安排随迁子女入学，
教育行政部门要提前公开学校空
余学位、入学条件等，通过信息
平台实行入学申请登记；同时加
强随迁子女教育管理服务，实行
混合编班和统一管理，保障随迁
子女平等接受教育权利。

户籍藩篱在打破，

租售同权非空说。

义务教育重平等，

随迁入学理应得。

地方政府扛责任，

保障落实重建设。

公平公正软实力，

人为隔离乃下策。

郑晓华 文 朱慧卿 作

点评：切除狗狗的声带，大概是其主人嫌它有时候太吵，不管
是为谁考虑，显然不是“为狗狗好”。更重要的是，任何动物诊疗
活动必须依法进行，当街实施狗狗声带切除手术，明显违反《动物
防疫法》规定，理应叫停。

@疯狂大老千：这么做是不是太残忍？
@福克兰：狗不会叫了，那养着还有啥意思？

▲请扫码关注

“天一观点”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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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持：杨继学

据 9月 18日浙江在线报
道：近日，浙江金华人的朋友
圈，被这样一条消息刷屏了：
金东区实验小学让家长告别检
查作业，不再让家长为孩子作
业签字。

点评：“学生作业家长签字”有一定好处：家长能够随时掌握孩子的
学习状况，学生做作业有了强有力监督，老师也减轻了负担；但缺点也
明显：转嫁了老师对学生应承担的责任，异化了老师与学生、学校教育
与家庭教育的关系，不少辅导能力不够或没精力的家长“压力山大”。

@风流都市录：家长签字后，作业正确率大大提高，但是不是真
实情况？

@付款ID：教师自己批改作业，可以发现学生的错误，更有针对
性地教学。

据 9月 18日《半月谈》报
道：从 2008年 6月 1日起，我国
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
0.025 毫米的塑料购物袋，所有
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
售场所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购物
袋。然而，免费塑料袋至今仍在
多种生活场景中使用，以个体商
家为主的农贸市场、批发市场是

“重灾区”。

点评：“限塑令”几成一纸空文，原因很复杂。要确保落实，不能只限
制人们对塑料袋的使用，更应限制塑料袋的生产和供给，对违规生产供
给者严厉处罚；更关键的是要加大对环保产品的扶持力度，提高可降
解塑料袋的普及率。合规的产品多了，违规的自然就没了生存空间。

@菲利克斯：政府免费供应可降解塑料袋，先把人们的习惯改过来。
@咯咯：到农贸市场买东西，没袋子肯定不行，一般摊主给啥就

用啥。

据9月18日央广网报道：
近日，浙江的林先生在农贸市
场花 148元买了一箱橘子，令
他闹心的是，箱子中还塞了一
瓶２公斤重的水。对此店主解
释说，这是他们上一层经销商
放置的冰块，用于水果在运输
途中保鲜。农贸市场管理方也
表示，确实有这种保鲜方式。

点评：２公斤水装在橘子箱中，就成了“２公斤橘子”，身价涨了不少，
也意味着消费者花了冤枉钱，这样的“潜规则”其实是一种欺诈行为，实在
要不得。保障消费者获得有质量保障、价格合理、计量准确的公平交易，是市
场管理方的责任，理应对此现象说不，默认这种“规则”，显然站错了立场。

@疯狂烧烤：保鲜当然可以，但卖货的时候应该把水拿出来。
@爱十字：天天待在市场，跟摊主太熟了，管理起来下不了手。

据 9 月 18 日 《成都商报》
报道：五分钟内，工具不消毒不
清洗，就直接为狗狗切除声带。
在成都青白江花鸟市场内的狗市
区域，一名中年男子凭借一张桌
子，当街做起了狗狗声带切除手
术，生意颇为火爆。

【上接第1版①】不仅如此，今
年 6月，市纪委部署在全市开展“双
百”专项整治，围绕扶贫惠农等重点
领域，对全市 100个问题较多、矛盾
较突出的村和 100个涉及损害群众
切身利益的信访件展开专项整治。

此外，我市大力开展专项巡视
巡察，把履行扶贫及帮扶职能的主
要部门，以及扶持项目较多的区县

（市）、乡镇（街道）、村作为重点巡视
巡察对象，着力检查有关党组织履
行扶贫帮扶政治责任的情况，有关
扶贫及帮扶政策、资金、项目落地的
情况。日前，市委巡视组正对市委农
办履行区域帮扶工作职责情况开展
专项巡视，并延伸至有关职能部门
和区县（市）。发挥审计专业力量，协
调各级审计部门把扶贫及帮扶领域
纳入专项审计之中，查找和发现扶
贫及帮扶政策有无不落地，扶贫及
帮扶资金有无侵占挪用等问题。

市、县、乡三级联动，到项目、到
村、到户的专项督查，不仅有助于及时
发现和解决问题，更为我市打赢脱贫
攻坚战营造了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

快查严处
伸手扶贫帮扶资金一

律“零容忍”

“海曙区洞桥镇程家村原村主
任徐卫方伙同他人弄虚作假套取财
政补贴资金和农业保险金，从中谋
取利益，受到开除党籍处分”“鄞州
区咸祥镇咸四村经济合作社原副社
长朱忠根弄虚作假套取财政引导专

项资金，受到开除党籍处分”……
日前，市纪委对我市近年来查处

的 5起扶贫及帮扶领域典型案例进
行通报，不断释放出对扶贫及帮扶领
域“动奶酪”者严惩不贷的强烈信号。

“凡是发生在扶贫及帮扶领域的
问题，不论案情大小，不论涉案金额
多少，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做到‘零容
忍’‘零留存’。”市纪委党风政风监督
室主任余国祥说，对在扶贫及帮扶项
目、资金上动歪脑筋、“揩油”的，将一
查到底；对基层党委、纪委落实“两个
责任”不力、扶贫及帮扶领域违纪问
题频发多发，将严肃追责。

同时，强化通报曝光，凡是发生
在扶贫及帮扶领域的问题，不论案情
大小、不论涉案金额多少，坚决发现
一起查出一起公开通报曝光一起。

加大问责力度，我市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不断加大对问题线索的排
查，专题督办每一件涉及扶贫及帮
扶领域的信访件，实地核查信访调
查处理的情况。

北仑区纪委对 2012 年以来扶
贫惠农领域已办结的信访举报件进
行复查，对仍未息访息诉的问题进
行直接办理；江北区纪委将涉及专
项资金使用信访件与历年信访举报
线索系统进行关联分析研判；奉化区
纪委携手财政、民政、农林等部门，建
立扶贫及帮扶领域问题线索排摸会
商机制，精准定位排摸线索。

对伸手扶贫及帮扶资金行为的
“零容忍”“零留存”，不仅起到了对
全市党员的警示震慑作用，更有效
传导了压力，督促各级党组织切实

担负起管党治党责任。

扎紧篱笆
源头入手校准扶贫及

帮扶“精准度”

“经过比对，发现这些数据存在
疑问，请你们提供异常数据情况报
告和清单档案”“请提供你局补助资
金清退款项清单及档案”……

通过余姚新建立的社会救助数
据系统，去年 12 月，余姚市纪委以
信访件为圆心，提取近三年来全市
国税、地税、就业、户籍、工商、国土、
房产等 12类信息，对救助资金使用
管理情况进行专项排查，共发现异
常数据 3588条，今年上半年新申请
的456户低保户中有75户未能通过
审核而被排除在外。

这是我市打造“互联网+”数据
平台，扎紧扶贫及帮扶篱笆的一个
缩影。同样，在慈溪，纪检监察机关
督促相关部门建立起跨部门、多层
次的核对信息平台，实现了对拟救
助对象家庭的各类经济收入、财产
信息的精准核查。

“扶贫及帮扶贵在精准。一线走
访、加强问责，是惩治已然、亡羊补
牢，扎紧精准扶贫及帮扶的篱笆，更
重要的是从源头遏制暗箱操作、优
亲厚友、虚报冒领、雁过拔毛等问题
的发生。”市纪委监委负责人指出。

从源头上扎紧篱笆，落实责任
是关键。8 月 22 日，市纪委下发通
知，要求充分发挥党委领导核心作
用，把压力和责任传递到基层，切实

发挥其扶贫及帮扶“一线指挥部”的
作用。对扶贫及帮扶工作不务实、过
程不扎实、结果不真实，发现问题不
整改的，要严肃追究主体责任。

从源头上扎紧扶贫及帮扶篱
笆，制度建设是保障。我市制定出台

《全面推进农村基层权力运行规范
化意见》，针对扶贫惠农资金使用、
低保救助对象审批等事项建立全方
位公开制度；宁海出台《扶贫项目及
资金管理办法》等一系列制度，层层
把关，确保扶贫资金落实到位。

从源头上扎紧篱笆，警示提醒
不可缺。我市紧盯扶贫及帮扶领域
关键岗位和重点部门的党员干部开
展警示教育，引导其知敬畏、明底
线、守规矩，养成纪律自觉。如奉化
区纪委对村干部开展集中培训，象
山县纪委加强对村务监督委员会工
作的指导培训等。

扶贫及帮扶资金是贫困群众的
“救命钱”，多措并举扎紧篱笆，才能
切实从源头上确保每一笔资金花得
明白，确保扶贫及帮扶政策落到实
处。

【上接第1版②】
嘉言懿行，凝聚道德力量。有 6

个女儿的“最美妈妈”陈淑芳、正月
里挨家上门还钱报恩的徐兰芳、从
海里救起10人的周长忠……今年6
月，12名第五届宁波市道德模范和
10名提名奖获得者受到隆重表彰。
在他们平凡面容背后，是不平凡的
坚持、不平凡的勇毅、不平凡的仁
爱，他们以一己之力，为这个城市带
来融化在手心里的温暖，灌注在内
心的道德感动。

34 万张选票，选树起了社会影
响大、群众认同度高的道德标杆，为
新时期道德建设注入了新鲜血液、
生成强大动力。我市不仅给予道德
模范崇高荣誉，还开展道德模范“故

事汇”基层巡演，以地域传统艺术手
法及现代文艺形式再现道德典型的
大爱情怀，组织道德模范先进事迹
报告团，走进机关、学校、企业、社区
军营讲述道德模范的人生经历和实
践体验，用道德典型的事迹感召人、
引领人。通过开展好人红榜进基层、
好人进校园等活动，制作道德模范
公益广告、建设道德模范一条街和
道德公园等，扩大道德典型社会知
晓率，引导人们见贤思齐。我市还建
立以道德模范名字命名的“工作
室”，会聚、带动身边人乐善好义，让
道德模范工作室成为身边好人的

“孵化器”。我市现已建立道德模范
工作室近 40个，由道德典型建立的
团队 100 多个，聚集数十万市民常

年开展便民服务、帮困助残、爱心支
教等公益活动，成为文明城市创建
的一个亮丽品牌。

礼遇兼佳，培育崇德风尚。我市
制订出台了《宁波市道德模范评选
及待遇暂行规定》，加大嘉许帮扶力
度，不仅为道德模范提供免费体检，
组织他们参加旅游、疗养、度假等，
邀请道德典型参加重大节日庆典、
重大活动等，给予他们崇高的社会
礼遇。同时，“善行象山道德基金”

“北仑关爱好人基金”“宁海见义勇
为基金”“孙茂芳道德基金”“林萍爱
心基金”等专项基金，还为善行义举
提供保障，为因德致贫的提供帮扶，
努力营造行善有报、好人好报的社
会风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