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奚旭初

8 天“超级假日”，如何便
捷买票？如何轻松出行？出行需
要注意什么？宁波机场、车站等
都将提供特色服务 （9 月 25 日

《宁波日报》）。
常规服务是“规定动作”，

特色服务犹如“自选动作”。“规
定动作”必须不折不扣地完成，
而在“规定动作”基础上又增加

“自选动作”，这样的“自我加
压”，难能可贵。

这些年，每逢长假，有一些
地方的公共服务不尽如人意，与

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服务部
门多少显得有些高高在上，在长假
期间“休眠”或“半休眠”。比如
医院、银行、邮局、婚姻登记处
等，或缩短营业时间或有选择地开
放；数量不多的公园人满为患，一
些文体场馆闭门谢客，也成为长假
期间的一个突出问题。

有调查报告披露，我国当前公
共服务综合绩效整体处于偏低水
平。这个“偏低水平”，既反映在
总量的缺少，也反映在存量的闲
置。与一般消费品不同，公共服务
无法由市场来替代。中央反复强调
要认真解决人民群众的利益问题，
让公众共享社会发展成果。这不仅
指收入分配，也意味着应该有更
多、更好的公共服务。愿更多公共
服务部门能改一改长假“休眠”或

“半休眠”的老规矩，让群众办事
更顺利，休闲更舒心。

做好长假的公共服务

本报讯（记者周琼 通讯员许
嘉琛 俞仲侃） 这几天，镇海石化
建安工程有限公司焊工班班长范丽
锋一有空就会捧起历届的工会工作
报告仔细研读，“我要更加准确把
握好自己的角色定位，当好工会和
职工之间的桥梁。”就在几天前，
33 岁 的 范 丽 锋 有 了 一 个 新 的 身

份：市总工会第十五届委员会兼职
副主席。

在我市新一届市总工会领导班
子中，包括范丽锋，共选配了 1名
挂职和 4名兼职副主席，这些挂职
兼职的副主席中有企业一线的职
工、科研人员和高校、机关工作人
员等。记者注意到，从我市基层工
会到各级总工会，一线职工兼任工
会副主席正逐渐成为常态。

记者了解到，2015年 9月，北
仑区总工会在我省率先进行一线工
人选任工会兼职副主席的探索，一
些来自产业一线的优秀职工进入各
级乡镇、街道工会成为兼职副主
席，这些来自基层一线的兼职主席

给基层工会工作带来了“化学反
应”式的变化，让工会工作呈现更
多的专业性和活跃度。本次全票当
选为市总工会第十五届委员会兼职
副主席的范丽锋同样是一线职工中
的杰出代表。17 岁技校毕业来到
宁波当焊工的范丽锋曾是师傅眼中

“不是当焊工料的笨鸟”，靠着一股
子勤勉肯学的劲头，范丽锋一路创
造了诸多奇迹。他持有各类焊接技
术证书 30 多本，曾获全国优秀农
民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浙江省
首席技师、宁波市十大技能状元等
诸多称号。

“以前只顾着埋头钻技能，对
工会工作的认识太浅了。”范丽锋

告诉记者，这几天他正忙着“恶
补 ” 历 年 来 的 市 总 工 会 工 作 报
告。对于自己新的岗位，范丽锋
的理解是：“我最大的优势就是来
自一线，我要做的就是当好工会
与职工之间的桥梁，把工会的好
政策宣传给我们职工群体，也把职
工群体的真实声音传递给工会组
织。”

近年来，我市着力推行一线职
工进入各级工会组织，还曾出台专
门的实施意见进行制度保障。截至
目前，全市已有 70%以上的乡镇

（街道） 工会中推行工会主席兼职
化制度，这一项工作走在了全省工
会系统前列。

焊工班长当选市总工会副主席
一线职工兼任工会副主席在我市渐成常态

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昨天在
上海举行的 2017 中国森林旅游节
旅游投资与服务洽谈会上，宁波市
林场和中国林业集团公司签约，后
者投资 50 亿元开发四明山国家森
林公园商量岗林区，打造为森林体
验养生基地、华东地区国际会议休
闲基地和中国南方山地冰雪运动基
地。

中国林业集团公司是国务院国
资委监管的唯一一家集森林资源培
育与开发、林产品加工与贸易、林
业配套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林业企
业。

商量岗林区是四明山国家森林
公园的一部分，拥有 1.3 万余亩山
林，林区内松杉成林，竹木葱葱，
松涛滚滚。登岗倚山远望，东能望
见宁波街市景色，南能看清象山港

海面，近能看到剡溪逶迤、田陌青
黛、炊烟升腾。尤其是冬天滴水成
冰，遍地冰雪，犹如进入林海雪
原。

据介绍，合作双方将充分利用
四明山国家森林公园旅游资源，在
现有基础上进行科学保护、合理布
局、适度开发建设，坚持“以林造
景、以景促游、以游养林”的建设
理念开发森林旅游，逐步提高森林
公园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近期，中林集团在商量岗林
区投入 8000 万元重新装修滑雪接
待大厅，建设绿道和林间木屋。

目前，四明山国家森林公园已
向国家林业局申报全国首批森林特
色小镇试点创建。商量岗林区的开
发建设，朝创建特色小镇迈出了坚
实一步。

打造森林体验养生基地

央企投资50亿元开发商量岗林区

本报讯（记者张昊） 为鼓励先
进、树立榜样，切实发挥道德先进
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经过严格评
选、社会公示，浙江省委、省政府
日前决定，授予韩凯等 28 名同志

“浙江省道德模范”称号，并予以
通报表彰。其中，慈溪市供电公司
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荣膺“助
人为乐模范”称号，镇海区委党校
原副校长姚仁汉、宁波舟山港集团
有限公司北仑第二集装箱码头分公
司桥吊维修班班长夏天荣膺“敬业
奉献模范”称号，象山县畜牧兽医

总站站长陈淑芳荣膺“孝老爱亲模
范”称号。

钱海军从1999年5月开始，结
对帮助 100 多位空巢、孤寡老人，
为居民提供免费电力服务 1万余人
次。他先后结对资助 22 名贫困学
子，成立“钱海军道德模范工作
室”，设立钱海军爱心基金，发起

“千户万灯”扶贫帮困等公益项
目，获得中央财政支持立项。

姚仁汉曾在镇海中学执教并担
任副校长多年。2012 年，他主动
请缨赴新疆库车支教，在原定一年

半的援疆任务结束后，又主动要求
延期。他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的
优秀教师代表，是援疆干部的杰出
楷模。2017年2月，姚仁汉因病去
世，引发了宁波、库车两地师生的
缅怀。姚仁汉先后被评为市劳动模
范、第 8 批援疆优秀人才，入选

“浙江好人榜”“中国好人榜”。
夏天扎根港口生产设备保障一

线 20 年，从一名“门外汉”成长为
技术精湛的金牌蓝领，以他名字命
名的“夏天工作室”更成为港口技术
工人的创新平台，“龙门吊油改电”

“集卡油改气”等绿色创新项目获
得国家、省、市级大奖，17 项研
究项目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夏
天曾先后荣获浙江省优秀共产党
员、浙江省劳动模范等称号。

陈淑芳收养了 5个孩子，视同
己出。她是个好媳妇、好女儿，连
续 7年照顾身患重病的婆婆，从无
怨言。她的母亲因脑梗塞成为植物
人，她与丈夫共同承担起照料的重
任，演绎“久病床前有孝子”的佳
话。她的家庭被评为首届全国文明
家庭。

省委省政府表彰
第五届浙江省道德模范
我市钱海军、姚仁汉、夏天、陈淑芳获殊荣

图为中国森林旅游节上的四明山国家森林公园展位。（严 龙 摄）

昨天上午，在鄞州检验检疫局
国家重点实验室，专业技术人员正
在向凌江社区的居民讲解各类检验
检测工作。9月是国家质量月。当
天，鄞州检验检疫局开展“实验室
开放日”活动，邀请 30 多位市民、
企业代表等走进相关实验室，近距
离感受检验检疫与日常生活的密切
联系。 （徐能 蒋丹蕾 摄）

市民探秘
重点实验室 这段时间吃完晚饭，我都会

到天一阁和月湖周边转转，除了
锻炼身体，其实还另有用意。目
前，景区在购物配套和环境升级
方面还有缺陷，前两天我就在附
近发现，有一处交通标识明明位
于景区旁，却指示着距景区还有
1.2 公里，现在这个容易误导的
标识正被抓紧解决中。

如今正是天一阁·月湖景区
创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的冲刺
阶段。近几个月，我和我的同事
达成默契，谁要是有空就去月湖
周边看看，一旦发现有未达标或
需提升之处，马上联系景区管委
会和相关部门进行整改和提升。
创建国家 5A 级景区需要在总分
1000分中拿到 950分以上，创建
标准涉及 8 大方面。216 个得分
点，早就深深印在了我们每个人
的脑子里。

“ 一 部 宁 波 史 ， 半 部 在 月
湖”，天一阁和月湖蕴含的丰富

历史人文内涵是宁波建设“名城名
都”最为生动的现实样板。作为旅
游主管部门，责无旁贷，义不容
辞。我们将指标一条一条地转化为
目标任务，一家家单位上门，一个
个电话沟通，把责任分解得细而又
细，每项指标明确责任单位。随着
创建工作的推进，督查目标任务已
明显减少。

目前，游线规划、外部旅游交
通标识、内部标识系统规划布点及
导游词编撰等工作已完成。游客服
务中心已进入试运行阶段，马衙街
综合管线上改下工程完工，景区旅
游厕所提升改造工程已通过验收，
月湖记忆广场、藏书印以及游船码
头改造等提升工程也已完成。

在“大脚板走一线，小分队破
难题”抓落实专项行动中，我们不
仅承担了天一阁·月湖景区创建国
家 5A 级旅游景区的项目攻坚牵头
任务，还承担着雪窦山名山建设的
牵头任务。下一步，我们将对照标
准，深入排查漏洞，让天一阁·月
湖景区“尽善尽美”。我们将从细
枝末节入手，为宁波“名城名都”
建设和“全域旅游”的推进贡献自
己的力量。
（市旅游局规划与发展处 刘伟国）

争创5A级景区
我们志在必得
大脚板走一线
小分队破难题

破难手记⑧

本报讯（记者陈章升 慈溪
记者站邵滢 通讯员许挺） 昨
日，全国阀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标准审查会在慈溪市召开。会议
审查通过了 4项英文版阀门国家
标准，这是全国阀门行业首批英
文版国标通过审议，并将在年内
正式实施。截至目前，该市有
77 家企业主持或参与制定修订
171 项国际、国家、行业标准，正
式发布“浙江制造”标准5项。

近年来，慈溪市把实施标准
化战略作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
重要抓手，推动产品质量提升和
企业技术创新。目前，全国家用
电器委员会“室内加热器”“净

水器及其系统”“电熨斗”等 3 个
标准化工作组已落户当地。全市
331 家企业公开 933 项标准，涵盖
1414种产品；164家企业获得采用
国际先进标准确认证书，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主导产品采标率达67%。

慈溪阀门生产企业历来重视参
与国家标准制定，其中浙江超超安
全阀制造有限公司不仅参与起草了

“压缩机用安全阀”行业标准，而
且连续十年成为国内安全阀销量冠
军。公司总经理丁超超说，“今
年，我们先后与英格索兰等多家世
界 500强企业进行合作，为这些国
际巨头配套生产的安全阀已占到企
业销售总额的15%。”

慈溪77家企业
参与制定171项标准
全国首批英文版阀门国标在当地通过审议

国庆、中秋临近，北仑区纪委紧盯节点严纠“四风”，联合相关部门组
成10个检查组，深入商场超市、酒店会所、土特产商店等场所开展监督检
查。 （陈冠军 董小芳 摄）

正风肃纪 廉洁过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