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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员
胡章） 深秋时节，北仑小浃江碧水
荡漾，风景宜人，远远望去，如一
条绿色带子，飘落在甬江南岸。
以“五水共治”为契机，北仑区
加快推进小浃江河道整治建设，
从单一的水利工程改造转向生态
化建设，并逐步形成制度健全、
措施有力、全民参与的河道治理
管护新模式。

因水而兴、因水而美。我市有
4000多条河道，长1万余公里，以
三江河道为主动脉，以骨干排涝工

程、引调水工程为静脉，以城乡河
道为毛细血管，构建起全市四通八
达的水系。近年来，各地通过开展

“千里清水河道”“生态河道”“水
环境整治示范镇和村”等整治，实
现省级、市级、县级、乡镇级、村
级五级河道“河长制”全覆盖，建
成了19个水环境整治示范镇和345
个水环境示范村。

有关水利专家分析，随着经济
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
我市河道被缩窄、填埋、占用等情
况比较普遍。根据统计，目前宁波

的河道水面率平均为 5.8%，洪涝
水蓄滞空间明显不足。“河道建设
与管理是一项比较复杂、系统、长
期的工作，创新理念、因河施策是
关键。”专家们认为。

从去年起，我市加快打好生态
治水组合拳，以剿灭劣Ⅴ类水为抓
手，全面开展河湖库塘清淤，目前
全市累计清淤 2700 万立方米。此
外，我市在科技治河上下功夫，创
新监管方式，变人工监管为智能监
管。目前，我市采取无人机航拍查
违，重要河段全面设置高清摄像头

实时监控，建立“网上巡河”系
统。

据悉，下一步我市将围绕名城
名都建设，力争到 2020 年全面完
成县级及以上河道岸线保护规划修
编，建立健全河道的日常淤积监测
和轮疏机制，确保有淤常疏，清水
长流。同时加快推进引曹北线等内
引外调工程和沿姚江两岸的调蓄水
项目，制订科学的环境补水方案，
强化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核和监管，
力争“十三五”末生态调水 5亿立
方米左右。

我市加快探索河道建设管理
建成19个水环境整治示范镇和345个水环境示范村

本报讯（记者徐欣 通讯员林
嗣健 周永卫） 萌恒服装公司投入
10 多万元，对企业内部污水管网
进行改造，结束了生活污水接入雨
水管网直排的历史；爱柯迪、东
力、建新等企业在内部雨水管网建
隔油池，避免了企业地面上的油
污 经 冲 刷 进 入 雨 水 管 道 污 染 水
体；嘉隆工业公司在企业小微水
体中喂养观赏鱼，营造良好的生
产生活环境……在江北区，广大
企业成了“剿劣攻坚”中坚力量。

江北工业区以拆促治，把“三

改一拆”作为斩除劣Ⅴ类水源头的
有力抓手，推进涉水拆违专项行
动，在全区率先完成河滩浦河、茅
家河等沿河违建拆除任务，今年计
划完成拆违面积 3 万平方米以上。
同时，工业区结合“二次开发”，
整治淘汰“四无”“低小散”和落
后产能，整治餐饮、洗车店、家庭
作坊等“小微行业”的污水直排问
题，力争今年完成旧厂房改造 12
万平方米以上，努力从源头消除污
染。

高新技术企业则利用自身优

势，为河道治污提供技术支撑。位
于浙大工研园的高新技术企业宁波
伊玛环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首创
沉水植物技术修复受污河道取得成
功。

沉水植物技术，是一种可以
“治本”的生物修复技术，是目前
国内少数可以把河道水质从劣Ⅴ类
水稳定提升至Ⅳ类水的生物修复技
术之一。沉水植物不仅能够固定底
泥，还可以为水体提供足够的溶解
氧，特别适合富营养化的受污河
道。同时，沉水植物还能为鱼类、

底栖动物提供觅食、产卵、栖息场
所，提高河道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
性和稳定性。相比把水草种在水面
的浮床技术，沉水植物不会影响行
洪排涝和船只往来，更利于日常维
护。

据悉，该公司已与市农科院合
作，筛选适合宁波河道水体污染情
况的沉水植物，在本地部分水域试
种的矮生苦草就是优选的阶段性成
果之一。该项技术将在我市城区内
河、乡镇主要景观河道、湖泊水库
和景观水体进行推广。

高新技术企业成剿劣中坚力量
沉水植物技术将在全市推广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薛丛川） 近日，鄞州区教育局公布
了首批27个基础教育集团，其中6
个初中教育集团全部是由城区优质
初中与农村初中进行“强校+弱
校”集团化办学，这是鄞州区推动
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化发展的重要举
措。

近年来，鄞州大力推进城乡义
务教育一体化发展，从学校规划建
设、城乡师资配置、教师待遇保
障、深化教育改革等方面实施统一
标准，在部分保障标准上农村学校
甚至高于城区，极大促进了区域教

育均衡和教育质量提升。
在《鄞州区“十三五”重大教

育项目建设规划》 中，仅 5000 万
元以上的重大教育项目就有 30 多
个，总投资超过 60 亿元。其中，
涉及镇村的项目有塘溪镇中学与
塘溪中心小学合并、邱隘镇实验
中学改扩建、云龙镇中学迁建、
云龙镇王笙舲小学改建、云龙镇
甲南小学扩建、瞻岐镇中心小学
迁建，连续 5 年每年建成亿元级
农村学校。

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要实现高
位发展，硬件是保障，内涵是关

键。鄞州区先后出台农村特岗教师
津贴、乡镇工作补贴、山区偏远地
区教学津贴等倾斜政策。一年来，
偏远地区农村教师得到的额外津补
贴最高比城区同类教师多 1.8 万
元，确保农村教师留得住、教得
好。持续推动骨干教师向农村交
流，每年的交流数量不低于符合交
流条件的骨干教师总量的15%，农
村工作经历成为教师评高等级职称
的必要条件。

在经费全额保障的基础上，通
过专项资金向薄弱学校倾斜，建立
教育均衡发展保障机制。近三年

来，年均安排经费 470万元，用于
薄弱学校的专项补助；每年安排经
费 1600 万元，用于偏远地区教师
的山区补贴和学校的小班化教学；
每年安排经费 2300 万元，用于民
办公助学校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免
费教育和民办学校补助；每年投入
资金 550万元，用于困难学生的补
助，确保教育公平。

另据了解，鄞州区正在筹建首
批 12 个幼教、9 个小学、6 个初中
教育集团，发挥优质教育的辐射作
用，同步推进教育教学共同体建
设。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

鄞州打造品质教育新高地

本报讯 （记者周琼 通讯员
任社） 市民苏先生近日来到宁波市
劳动保障监察支队，投诉公司拖欠
其工资，相关投诉材料很快被转入
企业所在地的象山劳动保障监察部
门，启动调查程序。出差在外急病
发作，垫付了就医费用的余姚居
民张平，则在公司不远处的街道
人社基层服务平台，完成了医疗
费用的零星报销手续。记者了解
到，随着“最多跑一次”改革的
深入推进，正有越来越多的人社
业务融入市民的 15 分钟生活服务

圈，实现无差异跨区域的“全城
通办”。

人力社保业务和民生息息相
关，汇入人社部门的数据信息是海
量的。仅全市人社系统一体化基础
信息库，就有入库人员信息 1488
万条、单位信息 110万条、社保卡
信息 857 万条，日均交易量达 4.5
万笔。如何打破处室、层级和部门
间的信息孤岛，实现数据共享，方
便市民办事，成为人社部门近年来
探究的重点。

目前，通过各级人社业务系统

与基础信息库、参保登记库的实时
联动和数据对接，人社部门已实现
内部基础数据的共享复用和业务协
同办理。在这项工作推进下，许多
市民正不断享受相关便利，目前，
市民已可在全市 154 个乡镇 （街
道）、3113 个村 （社区） 的人社基
层服务平台，完成就业、社保、
劳动关系等 59 项业务的通办，人
社部门还在全市的基层服务平台
配 置 了 245 台 自 助 服 务 一 体 机 ，
覆盖社会保险、就业创业、人事
人才、劳动关系、政策法规、社

保卡业务等各类经办事项，明年
上半年将延伸至部分社区，总量
突破 500 台。在“宁波人社”手
机客户端上，目前可实现 49 项业
务的查询和办理，预计今年年底超
过150项。

同时，人力社保部门还不断推
进和其他部门间的数据交换共享，
如今每月和公安、信用办、经信委
等部门的数据交换量已达 2000 万
条，不断推动着群众和企业办事从

“部门办”到“政府办”、从“群众
跑”到“数据跑”。

15分钟公共服务圈让市民感受更多便捷

人社部门“最多跑一次”实现无差异跨区域“全城通办”

12月5日一早，海曙区月湖街
道平桥社区志愿者应伟峰、钱红妹
夫妇将一批鞋套送到社区，供社区
工作人员去居民家中走访时使用。
图为夫妇俩为社区工作人员试穿他
们亲手缝制的鞋套。

（刘波 忻之承 摄）

自制鞋套
送社工

本报讯 （记者孙吉晶 通讯
员陈芳 周张琪） 笔者近日从市
国土资源局获悉，宁波市不动产
登记服务中心案例成功入选全国
行政服务大厅“百优”典型案
例，并获得标准化优秀奖。

今年 7 月，由中国行政体制
改革研究会、中央国家机关工委

《紫光阁》杂志社、人民网联合主
办的第二届全国行政服务大厅典
型案例展示活动在北京启动。经
国土资源部推荐，宁波市不动产
登记服务中心在全国脱颖而出，
代表中央部委参评第二届全国行
政服务大厅“百优十佳”典型案
例展示评选活动，并与全国各省

（区、市） 报送的 170多个案例一
同在人民网和中国政府网展示。

今年以来，宁波市不动产登
记服务中心依法依规对不动产登
记进行了“全业务、全流程”的
整合，实施不动产登记“最多跑
一次”改革，将原先 3 个部门分
别办理整合为一窗受理，办结
时间从 1 个多小时压缩到 20 分
钟。此举得到国土资源部和省
国土资源厅的充分肯定。该中
心成立以来，已颁发不动产权
证书 23.4 万本，不动产权证明
14.5 万份；日均受理和档案查询
量 1400 余件 （含批量件），最高
2200余件。

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案例
入围全国“百优”典型案例

本报讯 （记者徐欣 江北记
者站张落雁 通讯员王涛） 记者
从相关部门获悉，在全国基层政
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工作
中，江北区已高标准完成了公开
事项梳理，快步推开了流程规
范、载体建设和标准制定，试点
工 作 被 省 政 府 督 查 组 肯 定 为

“快、严、实”。其中，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试点、信息公开查阅
点建设，以及创新实施集成式、
整体性、高标准、多维度的“政
务公开”机制推动“最多跑一
次”等工作得到省政府督查组的
高度赞赏。

今年 5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 《开展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
范化试点工作方案》，确定在 15
个省 （区、市） 选取 100 个区县

（市） 作为试点单位，江北区作为
我市唯一的区县 （市） 入选。

自试点工作启动以来，江北
区迅速响应，提出“高点定位、
特色领先”的试点要求；“严”字
为要，层层成立试点工作领导小
组，并把试点工作列为“一把
手”工程；“实”字为基，高标准
制订试点系列方案，启动工作周
报、月例会和联席会议制度，狠
抓制度保障。经四轮梳理，8 个
试点领域共梳理出公开事项 384
个，基本实现试点领域公开事项
清单全覆盖。按照转变政府职能

和“五公开”要求，启动流程规
范工作，梳理需制订或完善的制
度28项。

“阳光征收”作为江北区基层
政务公开试点的特色亮点，有效
打破了征收信息两端隔膜，提升
了征收效率和质量。江 北 区 从
2012 年完成宁波市第一个阳光征
收项目起，不断深入实践，率先
推行征收协议“网签制”，创新
实行“网上备案、网上公开”。
通过“一屏、一网、一图、一
栏”（即电子查询触摸屏、国有
土地上房屋征收信息公开系统
网、房屋征收流程图、现场信息
公 告 栏）， 以 全 过 程 “ 上 网 公
开”的形式消除群众征收疑虑。
实施“阳光征收”后，全区国有
土地房屋征收项目签约率普遍超
过 98% ， 多 个 项 目 实 现 期 限 内
100%签约；征收协议生效速度从
2015 年的 14 天缩短到 2016 年的
4.5天，更有正大路成片危旧住宅
区改造项目 （3号-2地块）“一日
签”高速签约案例，创造了危改
项目签约速度之最。

此外，以便民利民为宗旨，
江北区正大力推进政府信息公开
查阅点规范化标准化建设。目
前，全区共建有政府信息公开查
阅点 28个，区级层面还计划启动
查阅点建设“全域扩面提速计
划”。

江北“阳光征收”
有效打破信息隔膜

本报讯 （记者徐展新 海曙
记者站续大治 张黎升） 今年以
来，海曙区大力振兴实体商业，
传统商贸业迎来“破茧重生”。

海曙区是全省实体商业转型
升级试点，今年，该区积极引导
区内 15 家试点商贸企业提升线
下实体门店、拓展线上业务渠
道、加快经营方式创新，同时完
善现代商贸业扶持政策、制订实
体商业转型升级试点专项资金使
用管理办法，推动实体商业“商
品+服务”“商业+文化”，利用
互联网技术推进店铺数字化改
造。

政府导向清晰，民间发力精
准。天一商圈大打“体验消费
牌”，东门银泰投资 1.2 亿元从传
统销售转向场景式销售，着重提
升顾客体验感；全市首家苹果零
售店落户天一广场，与猫屎咖
啡、西西弗书店等“网红品牌”
联手打造潮人地标；第二百货完
成品牌形象升级，围绕婚庆消费

做文章；新华联商厦则投资 1800
万元完成升级改造，致力于打造
都市生活广场。

“调整定位、完善业态配比之
后，天一广场重回高速发展的轨
道，平时日均客流量超过 8 万人
次，周末日均客流量超过 15万人
次，国庆等重大节庆的日均客流
量超过 20 万人次。”天一广场负
责人透露，商圈还大打“智慧
牌”，成为阿里口碑授予的宁波首
个“无现金智慧商圈”，已吸纳
170 多户商家入驻，支付宝会员
数超过100万人。

在 全 力 推 进 城 乡 融 合 发 展
的大背景下，海曙各大商圈走
出各自为战的小圈子，实现融
合发展的大格局。位于城西商
圈的高鑫广场围绕亲子消费和体
验业态赢得高人气，拥有了一批
高粘性的忠实客户。杉井奥特莱
斯则依托“商业+旅游”模式，
成为全市短途旅游的新目的地
和中转站。

海曙激活实体商业
发展新动能

本报讯 （通讯员陈军杰 记
者王佳） 遇到困难应该向哪个部
门求助？符合自身救助的内容有
哪些？这些问题对不少困难群众
而言，常常会“云里雾里”。日
前，宁海发布了低保家庭和低保
边缘家庭扶助政策服务清单。

为加快推进“最多跑一次”
改革，今年以来，该县民政部门
全面梳理了困难群众行政权力事
项和公共服务事项的堵点、难点
问题，对涉及低保家庭和低保边
缘家庭扶助政策的民政、教育、
司法、人社、住建、残联等 10个

部门的医疗救助、教育扶贫、养
老保障、司法援助、住房补助、
残疾补助等 42项民生扶助政策进
行梳理汇总，分类“打包”，形成
清单上网，向社会公开。

为了让困难群众求助有门、
受助及时，宁海县于 2014年在全
县 18个乡镇 （街道） 建立全面统
一的“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社
会救助服务窗口，将最低生活保
障、医疗救助等 8 个救助事项集
中办理。目前，该县 18 个乡镇

（街道） 已实现社会救助信息互联
互通、资源共享。

宁海发布困难群体
扶助政策服务清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