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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最多跑一次”改革

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通讯员
陈敏健） 昨天，国家公共文化云应
用推广工作会在宁波召开。据了
解，我市今年 6月在全国率先开通

“一人一艺”云平台，累计访问量
达 580 万次，走出一条“互联网+
全民艺术普及”的创新之路，受到
了与会代表的充分肯定。

国家公共文化云是文化部主导
打造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总平台、
主阵地，11 月 29 日刚刚开通，包
括 国 家 公 共 文 化 云 网 站 （www.
culturedc.cn）、微信号、移动客户
端，具有共享直播、资源点播、活
动预约、场馆导航、服务点单、特
色应用、大数据分析等核心功能，
通过电脑、手机应用、微信公众号、
公共文化一体机提供服务。

会上，文化部全国公共文化发
展中心与宁波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

局及宁波市文化馆等签订了关于对
接应用国家公共文化云的工作备忘
录。宁波市文化馆成为国家公共文
化云平台开通后，首家与全国公共
文化发展中心签约的地方公共文化
事业单位。今后，我市“一人一艺”云
平台可以获得国家资助，对接国家
公共文化云平台的更多资源，在数
字化道路上继续领航前行。

据了解，我市在今年 6月开通
了“一人一艺”云平台。该平台开
设有文化活动、场馆预订、艺术培
训、非遗传承、精品赏析、预约点
单六大板块。同时，平台汇集了全
市各级各类文化信息，以及即将举
办的文化活动预告信息，推出了
1300多个课时、3万多分钟的各类
艺术培训视频教程，精选了全国
6000 余集文化共享工程资源。据
统计，“一人一艺”云平台上线半

年来，累计访问量达 580万次，开
展线上活动数百场，104 家社会联
盟机构加盟全民艺术普及公益方
阵。不久前，我市又启动了“一人
一艺”全民艺术普及基层数字化建
设工程，目前正在余姚市河姆渡镇

等地试点。
昨天在会场外同步举办了宁波

“一人一艺”云服务成果展，全方
位展示了宁波“一人一艺”数字化
服务的做法与成效，受到与会代表
们的充分肯定。

国家公共文化云应用推广工作会在甬召开

宁波“一人一艺”云平台将获国家资助

本报讯（记者项一嵚 通讯员
赵伊丽 夏家伟）昨天上午，一批环
保专家与奉化区何美蓉道德模范工
作室的志愿者来到大堰镇箭岭村，
参加打造“零污染村”启动仪式。

箭岭村位于横山水库源头。“保
护好这座向全区和宁波市中心供水
的大水库，需要大家一起行动。”村
委会主任刘旭辉说，如何更妥善地
处理垃圾，一直是村里的大问题。通
过国际酵博会，刘旭辉了解到垃圾
分类和环保酵素的好处，决定将这
套“以垃圾治垃圾”的方法带回村
里。11 月 13 日，打造“零污染村”的
计划得到全村一致通过。

“酵素液稀释后可以去除油污，
酵素渣可以当肥料。”该村村民刘安
芬既是“环保达人”，也是何美蓉道
德模范工作室的志愿者。在她的带
领下，志愿者们现场演示如何制作

环保酵素，引起不少村民好奇围观。
现在，村里建起了两个微信

群。一个由专家和业务骨干及村干
部组成，用于探讨业务问题；另一
个 由 村 里 40 余 名 志 愿 者 组 建 而
成，负责宣传和监督工作。在专家
建议下，村里购买了 600只三色垃
圾桶，分发给 200户村民。绿桶用
于收集厨前垃圾，蓝桶用来收集厨
后垃圾，红桶用来收集不可分解垃
圾。

“三个月后，这些垃圾就会变
成肥料。”村党支部书记王建国
说，厨前垃圾用于制作环保酵素，
厨余垃圾用于制作堆肥，塑料瓶、
废电池等不可分解垃圾则由垃圾公
司收走。在村民的积极支持下，全
村半个月来共收集近 1.5 万公斤厨
前垃圾和厨后垃圾，节约垃圾清运
费近1万元。

垃圾分类 变废为肥

奉化箭岭村打造“零污染村”

本报讯（记者姬联锋 通讯员
陈敏健） 作为 2017 年中国文化馆
年会的卫星会议之一，全国文化
馆总分馆制建设交流研讨会昨天
下午在泛太平洋大酒店举行，来
自全国多家省 （区） 市文化馆的

相关负责人在会上进行了交流发
言。

成都市文化馆、浦东新区文化
艺术指导中心、余姚市文化广电新
闻出版局等单位的相关人士在会上
作了交流发言。

全国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
交流研讨会在甬举行

本报讯（记者王岚 通讯员戚
鸣）“周二提交材料，周五就办理
好了，真是高效。”日前，当宁波
强森木材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从宁波

保税区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商事登记
改革登记处，领取了开办外贸企业
所需申领的全套各类证照后，忍不
住连连称赞。据悉，这是宁波保税
区首家办理“证照联办”业务的外
贸企业。

“证照联办”是宁波保税区行
政审批中心的又一创新举措。据了
解，本次统一发放的证照主要包括

企业营业执照和《对外贸易经营者
备案登记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出入境
检验检疫报检企业备案表》《开户
许可证》《贸促会原产地证书企业
注册号》等注册外贸企业必须具备
的证照。

“以前注册一家外贸企业在办
理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后，还需要去

商务局、海关、检验检疫局等不同
的部门办理各种证照，一般一套证
照办下来至少半个月。”“强森”公
司上述工作人员说，更麻烦的是还
要宁波、保税区两地跑多次，“而
现在到一个窗口递交一套材料，就
能很快拿到开办外贸企业所需申领
的各类证照，真是太方便了。”

据悉，实行“证照联办”后，
目前相关对外受理窗口从 7个减少
到1个，企业设立全流程时间从15
个工作日缩短到 7个工作日内；提
交的材料从原来的 26 份减少到 9
份；企业跑腿次数从原来的最少 7
次，到目前的“最多跑一次”。

企业设立全流程时间减半
宁波保税区发放首份外贸企业联办证照

昨天下午，宁波市第七中学学
生正在表演充满青春活力的文艺节
目。当天，该校举行教育巡礼专场
文艺演出，数百位新老教师、社会
各界人士、学生代表参加了活动，
在热烈、简朴的气氛中纪念该校建
立70周年。

（严龙 毛姗姗 摄）

宁波七中
70岁了

方颖谊

儿子读三年级了，课程里多
了门科目——书法。笔者爱好书
法，故对书法课颇为在意。但笔
者发现，儿子的书法课似乎可有
可无，好几次被其他课临时“征
用”了。有一次，上五年级的侄
子来我家，问他学校书法课还在
上不？他说四年级时就几乎没上
了，上也是有上没上，五年级时
书法课就完全不上了……

笔者以为，小学书法课还得
“好好”上，不能被其他课占用，
即使学业紧张的高年级，也应该
上书法课，既然课程表里设“书
法”，就该上。早在 2013 年，教
育部发布 《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
纲要》，规定从 2013 年春季开学
始，书法教育纳入中小学教学体
系，学生将分年龄、分阶段修习

硬笔和毛笔书法。三年级起，学
毛笔字。今年，教育部又印发通
知强调，按照规范要求认真写好
汉字是语文教学的基本要求，练
字的过程也是学生性情、态度、
审美趣味养成的过程。每个学段
语文课都要指导学生写好汉字，
按照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2011 年版）》 关于写字教学的
具体内容与要求，在教学过程中
扎实开展书法教育，切实提高学
生的汉字书写能力。

书法乃国粹，“六艺”之首。
上书法课益处多多：缓解学生的
身心紧张，让学生静下心来，反
而容易提高学习成绩；暂时的放
松，能培养学生的耐力和专注
力；开发智力，培养协调性，提
高学生的思维能力；还可促进学
生心理健康发展……

书法，是中国的传统文化，需
要发扬，需要传承。笔者建议学校
最好能配备专业书法老师，或外请
经验丰富的书法家，以志愿者或校
外辅导员身份定期来校。总之，书
法课不可“有上没上”。

学校的书法课不能“有上没上”

本报讯 （记 者 王佳 沈孙
晖） 民政部日前公示了 80 个全国
殡 葬 综 合 改 革 试 点 地 区 （单
位）。象山县入列试点名单，正
式被确定为我市首个殡葬综合改

革试验区。
近年来，象山县积极推进移风

易俗、文明殡葬工作，推进墓葬专
项治理，大力推行绿色节地生态殡
葬，改善生态环境。同时，该县大

力开展丧葬礼俗整治，2016年4月
以来，累计节省操办丧葬资金至少
有13亿元。

据悉，试点工作自 2017 年 12
月起至2019年8月由全国殡葬综合

改革专家评估组验收合格后完成，
象山县将重点围绕强化殡葬公共服
务、深化殡葬移风易俗等 8 个方
面，建立健全殡葬改革常态化管理
机制。

象山入列全国首批殡葬综合改革试点地区

本报讯 （记者吴向正 通讯
员范亚儿） 记者昨日从市残联获
悉：我省将实施“大师结对助残
帮扶”项目，发动一批具有行业
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并热心助
残的省级以上工艺美术大师、非
遗传承人或大师工作室，结对帮
扶一批有一定技能基础的残疾
人，通过培训、授艺，为学员成
为“工艺美术大师”铺路。

“大师结对助残帮扶”项目招
收学员的范围为：持有浙江省第
二代残疾人证，16至35周岁的残
疾人，特别优秀者可适当放宽年
龄限制；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
及各市特殊教育学校学习成绩优

异、在对应项目的技能比赛中取
得优异成绩的在校生。基本条件
为：具备学习的基本身体条件，
行动方便；热爱工艺美术事业，
立志于学习和传承工艺美术工
作；项目周期内，能保证跟随大
师学习的时间每月不少于 5 天，
全年累计不少于 60天；参加市级

（设区市） 以上 （含） 各类职业技
能比赛取得前八名成绩。

“大师结对助残帮扶”项目周
期为 2018年一年。符合条件者可
于 12 月 8 日前去市残联残疾人劳
动就业服务中心报名，或者咨询
各区县 （市） 残联残疾人劳动就
业服务所。

“大师结对助残帮扶”
项目招学员

本报讯 （通讯员沈刘夏至）
发挥家庭在反腐倡廉中的重要作
用，高新区国税局今年上半年至
今开展的“家庭助廉”系列活动
卓有成效。活动通过“党组书记
一封信”寄廉语、“一次意见建议
征求”话廉政、“一次廉政文化作
品征集”蕴廉情、“一次家庭助廉
座谈会”论廉洁、“一次廉政文化

长廊参观”品廉韵等“家庭助
廉”“五个一”系列活动，共同树
立国税干部良好形象，呵护干部
职工家庭幸福。

据悉，为强化党员干部“8
小时外”活动监督管理，市国税
局今年专门发出通知，将对党员
干部的要求从工作延伸到工作以
外。

高新区国税局开展“家庭助廉”系列活动

强化干部“8小时外”监管

近日，余姚国税局工作人员挨家挨户走访全市重点骨干企业，开展
简并增值税税率、扩大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小微企业范围等6项减税
政策宣传，确保政策落地生根。图为工作人员在宁波长振铜业有限公司
讲解相关政策。 （王炎军 摄）

上门宣传惠企政策

志愿者们现场演示如何制作环保酵素。 （项一嵚 毛节常 摄）

本报讯 （记者徐展新 通讯
员唐瑾瑾） 1 日 ， 浙 江 电 力 学
会、余姚市政府召集了国家能源
院、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等机构
的百余名专家，在革命老区梁弄
镇组织召开的“新农村、新电
力”论坛上探讨农村再电气化新
路。

100 年前，余耀电灯公司的
30 千 瓦 柴 油 发 电 机 隆 隆 作 响 ，

点 亮 了 余 姚 历 史 上 第 一 盏 电
灯；如今，余姚的年用电量超
过 80 亿千瓦时，较改革开放之
前提升了 75 倍，初步建成配置
优化、装备先进、安全可靠的
现代化电网。

据悉，未来国网余姚市供电
公司将积极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
略，建成 30 个美丽乡村示范工
程。

余姚年用电量超80亿千瓦时
初步建成装备先进的现代化电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