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下单位 （见附表） 于2009年12月31日前在鄞州区预算外财政专户缴纳墙改专项基金预缴款且尚未办理返
退结算业务，见报后请于11月20日前与鄞州区墙体材料管理办公室联系，按规定办理结算手续。如逾期未联系
我办，我办将按审计要求把相应墙改专项基金全额结转国库。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87521565 87521558
联系地址：鄞州区新城区惠风路568号 （鄞州区区政府大楼B楼3楼3108室）

宁波市鄞州区墙体材料管理办公室
2017年10月18日

关于催办墙体材料专项基金返退结算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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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乐士实业有限公司
宁波华电铸钢有限公司

宁波盛光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鄞州明辉织造厂

鄞州万健合金有限公司
鄞州五乡银峰工艺品厂
江东甬发实际有限公司

宁波永置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鄞州欢电器制造厂

宁波江东甬发实业有限公司
鄞州海欧无线电厂

宁波铭饰不锈钢材料有限公司
鄞州寅浩机械厂

鄞州区东吴人民政府
天童旅游景区开发有限公司

鄞州高鑫塑料有限公司
鄞州文昭工艺品厂

鄞州科盛塑料制品厂
云龙镇政府

鄞州宏达汽配有限公司
鄞州茹燕塑料制品厂
鄞州宇通电器配件厂

鄞州船舶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鄞州云龙缝纫机零件厂
鄞州多维电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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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催办结算项目清单 （单位:元）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云龙
云龙

钟公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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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州云龙浩润机械厂
鄞州中宇船舶机械厂

宁波石油分公司
宁波新于线快速客运有限公司

钟公庙街道钟公庙村
宁波苏豪置业有限公司

首南街道文化中心
首南街道社会福利院
鄞州华盛包装材料厂

鄞州永鑫紧固件有限公司
鄞州区人民政府中河街道办事处

宁波金鑫化工有限公司
首南街道中心幼儿园

鄞州中河街道华泰小学
鄞州区公交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鄞州区首南街道文化活动中心
宁波华升数控车床有限公司

鄞州丽水求新针织厂
姜山镇周韩村

宁波金钟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宁波德隆朝阳防水布有限公司

鄞州亚太彩印厂
鄞州区横溪栎斜村

鄞州区横溪栎斜村经济合作社
宁波飞乐服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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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
42560
127960
72280
248900
243500
10050
72020
24520
14200
68750
24210
23310
93060
21050
53320
16200
28350
61480
5310
52200
126630
7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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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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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桥

宁波金沃房地产有限公司
宁波佳和东风汽车改装有限公司

宁波中物置业有限公司
鄞州区瞻岐人民政府

鄞州塘溪资产经营投资公司
鄞州塘溪镇天碧浦村

塘溪中心小学
鄞州塘溪鹳山村

鄞州区塘溪上城村经济合作社
宁波进成车辆附件有限公司

鄞州腾达固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鄞州咖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鄞州成时贸易有限公司
鄞州古林金涌家具厂

宁波科诚投资有限公司
古林镇礼嘉桥村经济合作社

鄞州东盟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鄞州维卡洁具有限公司

宁波裕康针织制衣有限公司
鄞州思迈特家私有限公司

高桥镇藕缆桥村
高桥镇人民政府

宁波晨江送变电建设有限公司
鄞州博泰缝纫机配件厂

218570
27990
203100
14000
63400
73440
23110
242580
6120
11020
21380
22110
19800
9130

116060
165600
48810
54730
11600
39080
29200
61070
19250
19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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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桥
高桥
横街
横街
横街
横街
鄞江
鄞江

集仕港
集仕港
集仕港
集仕港
集仕港
集仕港
集仕港
石碶
石碶
石碶
石碶
石碶
龙观
龙观
龙观
龙观

鄞州巨时化工有限公司
宁波林泰工贸有限公司
横街镇资户经营公司

鄞州吉安五金厂
鄞州恒通车辆部件有限公司

宁波绿源天然气电力有限公司
鄞江镇财政审计办公室
宁波亚隆置业有限公司
鄞州高桥王斌塑胶厂
鄞州明丰草制品厂

宁波鄞州繁锦五金厂
宁波锦辉弹性元件有限公司
集仕港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集士港宇迪大酒店
集仕港星宇五金机械螺钉厂

宁波美亚机电有限公司
鄞州区公路管理

宁波卡特塑业有限公司
鄞州区永达电器厂

宁波伟博艺术品有限公司
龙观乡人民政府

鄞州龙观里楼电站
鄞州龙观路景改造工程

宁波市顺和置业有限公司

15130
75760
50400
32400
47530
15260
75500
422540
24300
68090
43800
27680
14270
6040
15290
284510
4520
12860
19080
30710
101434
1830
87710
256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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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记者 朱基钗 荣启涵 赖星

纵观党的十八大以来波澜壮
阔的五年，全面从严治党无疑是
贯穿始终而又影响深远的一件大
事。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直面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
端，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以前所未有的
决心勇气力度推进管党治党，采
取一系列开创性和突破性的重大
举 措 ， 锻 造 气 象 一 新 的 强 大 政
党，为党和国家事业历史性变革
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认识达到新高度——
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战略
布局，不断深化对管党治
党规律认识

“打铁还需自身硬。”
穿越五年的时间隧道，重新掂

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
局常委首次集体亮相时的这句话，
更能感到字字千钧。

打坚硬的“铁”，呼唤更硬的
“打铁人”。

全面从严治党，作为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管党治党兴党
的鲜明主题，不仅来自对问题的清
醒认识，更来自对责任的勇毅担
当。

腐败问题越演越烈，不良风气
蔓延泛滥，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
散、纪律松弛，“四大考验”“四种
危险”严峻复杂……一个长期执政
的大党，必须练就“金刚不坏之
身”。

改革攻坚期、发展转型期、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战决胜……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程，一
个坚强有力的党至关重要。

关键时刻，关键抉择。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全面审视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形势
新变化，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斗争提升到了关系党和国家生
死存亡的高度，将全面从严治党
摆在了治国理政全局中至关重要
的位置。

2014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江苏调研时强调，全面从严治党
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必
然要求。

“‘全面’这两个字加得很关
键，这是一次认识的伟大飞跃。全
面始能从严，从严更要全面。”中
央党校教授辛鸣表示，全面从严治
党就是把管党治党作为一项系统工
程来抓，从内容到对象、从标到

本、从小到大、从现在到未来，方
方面面都不能缺位。

审视五年来全面从严治党步
步 深 入 推 进 的 过 程 ， 从 “ 怎 么
看”到“怎么办”彰显出强大的
思想力量。

深刻阐释全面从严治党内涵——
“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

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
严，要害在治。”

明确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
“党要管党，首先是党委要

管、党委书记要管。”“党委负主体
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

明确指出全面从严治党的着力
点——

“抓思想从严、抓管党从严、
抓执纪从严、抓治吏从严、抓作风
从严、抓反腐从严”。

深刻阐明全面从严治党的方法
论——

“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统
一”“坚持抓惩治和抓责任相统
一”“坚持查找问题和深化改革相
统一”“坚持选人用人和严格管理
相统一”。

……
实践不断发展，认识不断深

化。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全面从

严治党的基础，加强党内监督是
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和重要
保障。

2016 年 10 月，党的十八届六
中全会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审
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
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
党内监督条例》，开启了全面从严
治党的新征程。

五年纵深推进，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回答了新
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谁来抓、抓
什么、怎么抓等重大理论和实践
问题，不断深化了对管党治党规
律的认识。

行动彰显新力度——
无禁区零容忍全覆盖，全
面从严治党多点发力纵深
推进

五年来，直面人民群众反映最
强烈、对党的执政基础威胁最大的
突出问题，全面从严治党多点发
力、纵深推进，打出了一系列组合
拳。

以作风建设为全面从严治党破
题——

2012 年 12 月，中央政治局审
议通过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
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一上来就立下
规矩、作出承诺，由此开启了全面
从严治党的“第一行动”。随后，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
奢靡之风“四风”问题成为重点整
治对象。

铁面执纪、寸步不让。五年

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超过 18 万
起，平均每天有 140多人因作风问
题被处理。

遏制“舌尖上的腐败”，严查
“车轮上的腐败”，整治“会所中的
歪风”……刹住了曾被认为难以刹
住的歪风邪气，攻克了曾被认为难
以攻克的顽瘴痼疾。

五年激浊扬清，起于毫末之
间、成于驰而不息，党风政风焕然
一新。

以重拳反腐为全面从严治党破
局——

“打虎”无禁区。周永康、薄
熙来、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
令计划、苏荣等一批“大老虎”纷
纷落马。截至今年 6月底，全国共
立案审查中管干部 280多人；共查
处十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 40
人，中央纪委委员8人。

“拍蝇”零容忍。截至今年 6
月底，共处分乡科级及以下党员干
部134.3万人。

“ 天 网 ” 紧 追 逃 。 截 至 8 月
底，已先后从 90 多个国家和地区
追回外逃人员 3339 人，追回赃款
93.6 亿元；“百名红通人员”已经
到案近50人。

五年风雷激荡，反腐败斗争压
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

以党内监督作为全面从严治党
的重要抓手——

巡视利剑经过五年磨砺，锋芒
毕露，已成为党之利器、国之利
器。12 轮中央巡视，对 277 个地
方、单位党组织进行了“政治体
检”，实现了党的历史上首次一届
任期内中央巡视全覆盖。

与此同时，中央纪委实现对
139 家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的派
驻监督全覆盖，实行综合派驻，党
内监督的独立性、有效性不断增
强。开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一个
覆盖所有行使公权力公职人员的国
家监察体系呼之欲出。没有空白、
不留死角，一张越织越密的监督网
络，不断增强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和
制约。

从深化纪委转职能、转方式、
转作风，到落实纪律检查工作双重
领导体制；从明确党风廉政建设责
任制，到探索实践监督执纪“四种
形态”……

五年探索实践，一系列体制机
制的改革和方式方法的创新，为全
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注入了强大
动力。

成效引领新气象——
标本兼治固本培元，全面
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以前一年下来基本没什么党
组织活动，偶尔开会发言也是发
顿牢骚，连中央大政方针都不晓
得，现在你要问我什么是‘四个

自信’‘四个意识’，我都能对答
如流。”江西萍乡竺园村老党员袁
海泉说，现在自己的党员意识大
大提高了。

去年来，萍乡在农村基层党组
织中推广“一旬一会”制度，每月
3 次定期组织党员开展组织生活，
进行理论学习。这是“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的一个缩影。

从“治病树”到“治生态”，
从管行为到重“心学”。

五年来，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再到“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一系
列党内政治思想教育环环相扣、层
层深入，从“关键少数”向全体党
员扩展，再塑全党本色初心，8900
多万党员的党性意识更加坚强，理
想信念更加坚定。

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
一柔一刚,同向发力、同时发力。

出台领导干部配偶子女经商
办企业规则、规范个人有关事项
报告制度，杜绝“前门当官、后
门 开 店 ” 问 题 ； 对 干 部 选 拔 任
用、能上能下、防止带病提拔作
出明确规定，扭转官场“劣币驱
逐良币”乱象；明确纪在法前，
修订制定廉洁自律准则、纪律处
分 条 例 、 问 责 条 例 等 基 础 性 法
规，为党员划出“底线”、标出

“高线”……
五年来，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以

前所未有的步伐加快推进。中央
共出台或修订近 80 部党内法规，
超过现有党内法规的 40%，全面
从严治党越来越有规可循、有据可
依。

五年栉风沐雨，五年淬火成
钢。

2016 年，人民群众对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从
党 的 十 八 大 前 的 75％ 攀 升 至
92.9％。

“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
治党取得的成果，人民群众给予了
很高评价，成绩值得充分肯定，经
验值得深入总结。但是，我们决不
能因此而沾沾自喜、盲目乐观。全
面从严治党依然任重道远。”习近
平总书记在“7·26”讲话中谆谆
告诫。

“劲”不可泄、“势”不能转，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坚持问题导
向，保持战略定力，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把全面从严
治党的思路举措搞得更加科学、
更加严密、更加有效，确保党始
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引领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
航船破浪前进，胜利驶向光辉的
彼岸。

从严治党新气象
——党的十八大以来历史性变革系列述评之九

变革中国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17 日
电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由中共
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 《党的十
八大以来大事记》 已由人民出版
社、中共党史出版社联合出版，
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
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很不平凡的
五年。五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当今世
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大势，顺应
实践要求和人民愿望，推出一系
列重大战略举措，出台一系列重
大方针政策，推进一系列重大工
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

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
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

《大事记》 通过一件件大事、
一个个史实、一组组数字，详细
记载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治国理政伟大实践及提出的
一系列新的重要思想、重要观
点、重大判断、重大举措，集中
反映了五年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
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
革，全面展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经
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国
防和军队现代化、中国特色大国
外交、港澳工作和对台工作、党
的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大事记》出版发行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记者 柳丝 韩冰 赵焱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
表大会将于 18日在北京开幕。在
国际人士的眼中，这是一场在关
键时期召开的关键会议。

英国《金融时报》称中共十九
大为“改变全球局势的大事”；新加
坡《联合早报》说它将影响地区及
世界政治经济未来走向；美国《纽
约时报》认为十九大对中共、对中
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

盛会，在关键时期召开

当 前 ， 世 界 多 极 化 深 入 发
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群体崛起，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
台中心，人类追求更大发展繁荣
的机遇前所未有。

另一方面，传统和非传统威胁
日益突出，全球增长动能不足，逆
全球化思潮泛起，人类实现持久和
平和永续发展的挑战也前所未有。

在此关键当口，国际社会渴
望倾听中国的声音，汲取中国的
智慧。中共十九大，无疑成为世
界了解中国的重要契机。

澳大利亚 《悉尼先驱晨报》
说，中共十九大为中国未来五年
制定的重要政策将产生全球影响。

《苏维埃白俄罗斯报》资深国
际编辑尼娜·罗曼诺娃认为，中
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理
论和新实践对全世界来说都越来
越有吸引力。

在西班牙中国问题专家胡利
奥·里奥斯看来，中共十九大之所
以是近年来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
大事之一，首先就是因为中国国内
正处于现代化进程的关键阶段。

盛会，擘画中国未来

中共十九大将讨论当代中国
从哪里来、到了哪里、到哪里去
等关键问题，新加坡国立大学东
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撰文说。

世界关注着，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在改革开放近 40 年后，

中国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的征程上，将以怎样的姿态
续写辉煌与梦想？

不少媒体指出，中共十九大
将着重讨论并决定在国家治理方
面将会采取的基本政策。

就在本月，世界银行和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调高了对中国今明
两年经济增长率的预期。世界注
视着，即将召开的十九大可能对
中国经济产生哪些重大影响，将
为改革提供哪些新动力，将引领
国家坚持何种道路和方向。

盛会，影响世界走势

世界舆论普遍认为，中共十
九大将对世界政治、经济和安全
形势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国际社
会期待中国继续为世界贡献正能
量，推动世界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埃及“阿拉伯埃及网”总编
辑阿德尔·萨布里认为，站在中
东和非洲的角度，希望中国未来
外交政策更突出与中东和非洲国
家的政治合作。

以色列以华传媒中心创始人
兼主任裴则男说，包括以色列在
内的世界各国都希望看到中国经
济进一步发展，中国的稳定繁荣
将让全世界受益。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
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推动国际
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
正合理方向发展；提出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
其他国家和人民谋求发展提供了
可供借鉴的思想资源；“一带一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商、共
建、共享”接连被写入联合国决议，
获得广泛认同。

肯尼亚内罗毕美国国际关系
大学教授马查理亚·穆内内说，
中国已成为维护和平与稳定的重
要力量，在当今世界树立起一个
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在 世 界 的 东
方，以全新的理念、思想和战略路
径，结合博大渊深的文化底蕴，为
世界开辟一种新的未来。这是世界
对十九大之后中国的期待。

关键时期的关键会议
——世界眼中的中共十九大

NINGBO DAILY
55 20172017年年1010月月1818日日 星期三星期三

责任编辑/林金康 党的十九大党的十九大特别报道特别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