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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深圳电（记者朱宇 通讯
员张彦飞） 不改的乡音，不变的乡
情，不解的乡愁。昨天，来自香
港、澳门、台湾和海外的宁波乡贤
齐聚深圳，参加 2018 年港澳台海
外宁波乡贤招商联谊活动。省委常
委、市委书记郑栅洁出席并致辞。

郑栅洁代表市委、市人大、市政
府、市政协向各位乡贤致以新年问
候，并向大家介绍了宁波经济社会
发展情况。他说，过去一年全市上下
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
推动各项事业迈上了新台阶。这是
全市人民拼搏奋斗的结果，也是海
内外宁波乡贤支持帮助的结果。长
期以来，一代又一代“宁波帮”人士

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以奋斗姿
态开拓创新、勇立潮头，以赤子之心
报效国家、造福家乡，铸就了事业丰
碑和社会口碑。对宁波来说，“宁波
帮”是弥足珍贵的“金名片”，“宁波
帮”精神是最有价值的文化基因。

郑栅洁说，新时代赋予我们新
使命，新时代要求我们有新作为。在
新的一年里，宁波将聚焦“建设国际
港口名城、打造东方文明之都”的奋
斗目标，谋划落实一系列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战略举措，全力创建一批
重大平台、引进一批专家人才、推进
一批重大改革、建设一批重大项目，
进一步打造产业竞争新优势，增强
城市综合实力，提升群众生活品质。

我们热忱邀请各位乡贤经常回来省
亲访友、旅游休闲，实地感受乡情乡
谊。热切期盼大家带着资本、技术、
团队、项目和合作伙伴回乡创业发
展，在为宁波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
添砖加瓦、增光添彩的同时，发展自
己的事业，做大做强自己的产业。我
们将落实优惠的政策、提供优质的
服务、营造优良的环境，让大家在家
乡倍感亲切和温暖。

香港宁波同乡会创会会长、香
港浙江省同乡会联合会创会会长、
香港大紫荆勋章获得者李达三，香
港浙江省同乡会联合会永远名誉会
长李德麟，香港浙江省同乡会联合
会荣誉会长曹其镛等港澳台海外宁

波乡贤参加招商联谊活动。香港甬
港联谊会会长徐鸣翔、澳门苏浙沪
同乡会理事长王淑欣、台北宁波同
乡会理事长李汝麟、欧洲华商会会
长傅旭敏在会上发言。

招商联谊活动前，郑栅洁实地
考察了深圳中兴智汇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详细了解公司各大板块发展
战略以及在宁波投资项目的进展情
况，盛情邀请公司负责人到宁波参
观考察，围绕互联网、智慧城市、
环保、大健康等产业开展投资合
作，实现双赢发展。

梁群、施惠芳、王建康、俞
雷、陈仲朝、崔秀玲参加招商联谊
活动。

不改的乡音 不变的乡情 不解的乡愁
港澳台海外宁波乡贤招商联谊活动举行 郑栅洁致辞

昨天，在宁波国际会展中心，我市首次举行向普通市民开放的职教技能赛，吸引了众多市民和企业代表前来
观赛。该赛事不仅有来自本市的39所职业技工院校的1400余名师生同台竞技，还吸引了舟山、湖州、杭州、温州、
福州、晋江、武汉等市外兄弟职业院校派员参赛。下图为艺术插花竞赛现场。 （蒋炜宁 徐文杰 摄）

“小匠人”竞技

本报记者 龚哲明
通讯员 宋文军 茅启伟

慈溪市长河镇沧田村，初升
的太阳给冬日清晨带来一丝温暖。

星期四是律师进村的日子。
村民宣爱欢起得比往日要早一
些，她要就丈夫车祸事故的处理
再咨询一下来村的法律“家庭医
生”。法律“家庭医生”是村民对
该村公共法律服务点律师和法律
工作者的亲切称呼。

当宣爱欢来到村委会一楼的
“律师进村·法律为民”沧田村公
共法律服务点时，宁波人和法律
服务所的邹华杰已经在了。“我丈
夫车祸事故的处理，有关法律、
政策今天再来问一下。”宣爱欢开
门见山。

“你丈夫身体恢复得还可以
吧？”“还不错。”一阵寒暄后，宣
爱欢开始认真提问题，邹华杰答
得很细致。不到 10分钟，宣爱欢
弄清了丈夫法律上应享的权利以
及如何维权后，安心地回家了。

利用空闲时间，记者与邹华
杰攀谈起来。他告诉记者，他所
在法律服务所目前承担着沧田、
大牌头两个村公共法律服务点法
律“家庭医生”职责，律师 （法
律工作者） 每周来村里接待村民
咨询法律问题，沧田村安排的是
每周四半天时间。

“村公共法律服务点的建立是
一件便民大实事，既方便了村
民，又把矛盾化解在村里，而且
每一桩纠纷的化解，都会成为村

民念叨的事，在村里会传播好些
天，无形中向村民普了法。”沧田
村村委会主任应洪品乐呵呵地
说，“律师是村民的良师益友，律
师定期进村后，村民纠纷也减了
不少。”

为贯彻省司法厅 《关于县乡
村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的指导
意见》，慈溪市于去年 5月起在长
河镇一些村开展“律师进村·法
律为民”公共法律服务点的试点
工作。在长河镇公共法律服务
点，记者在墙上看到了“律师进
村”的服务内容为“接受法律咨
询”“法律宣传”“参与矛盾纠纷
调解”等。

长 河 司 法 所 所 长 陈 忠 彦 给
记者讲述了进村律师 （法律工
作者） 与镇联村干部一起成功
解决一起信访案的故事。在这
起事件中，进村的宁波人和法
律服务所主任丁银表的细致释
法和合理算账对调解的成功起
到了关键作用，使当事双方平
心静气地坐在一起商量直至最
后达成共识。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深化依
法治国实践。建设好乡镇公共法
律服务站、村 （社区） 公共法律
服务点，试点‘律师进村·法律
为民’，就是送法律知识和法律服
务下村、普法用法的一次生动实
践。”陪同记者赴长河镇采访的慈
溪市司法局副局长陈利江对这项
工作充满信心，“我们将在试点基
础上把‘律师进村、法律为民’
这个公共法律服务新产品在慈溪
全市逐步推开，夯实市、乡镇、
村三级公共法律服务平台。”

阳光普照大地，冬日寒意消
退。正午时分，我们带着温暖的
心离开长河镇返程……

法律“家庭医生”进村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基层行基层行

本报讯（记者黄合 通讯员
勇政华） 过去，江北区洪塘街道
的裘市大河总是散发着阵阵恶
臭；现在，附近居民愿意在茶余
饭后去河边散步——短短几个月
时间，当地政府是怎样高效解决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于市社会
治理综合指挥平台发挥了作用。

在 2017年的最后一天，反映
我市综治工作经验的节目在中央
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一线》 栏
目黄金时间播出，讲述了在互联
网背景下、大数据条件下的宁波
社会治理创新经验故事，重点报
道了我市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
下，创新四级综治平台建设、打
造社会治理新阵地方面所取得的
成绩。

据悉，此次节目为央视 《平
安中国》 摄制组拍摄的系列节目
中的一部分，选取了包括浙江在
内的 5 个省部分城市，集中反映

各地蓬勃开展学习贯彻落实十九
大精神，在解决影响群众幸福感
和安全感的突出矛盾和创新社会
治理基础性工作等方面的成果实
践、典型事例、动人故事。

近年来，宁波在综治平台建
设方面成效显著。2017 年，我市
在全省率先建成实体化运作的市
级社会治理工作中心，过去一年
间，市社会治理综合指挥平台累
计 办 理 和 服 务 群 众 事 件 982946
件，办结率99.63%。

去年 11 月，摄制组抵达宁
波，先后对镇海区危化品道路运
输监控平台工作和镇海区社会治
理综合指挥中心、庄市街道综治
指挥室、江北区洪塘街道综治指
挥室、江北区社会治理综合指挥
中心以及宁波市社会治理工作中
心等进行了采访，实地感受“信
息来源多元化、上报流转信息
化、指挥调度扁平化”的成果。

我市综治工作经验
获央媒关注
市社会治理综合指挥平台
事件办结率达99.63%

本报讯 （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虞南） 寒冬时节，湿冷入骨，
甬城气温持续低迷。从今夜开
始，有一股较强冷空气影响我
市，将带来一次降温和大风过
程。

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受接
连两场降雪以及后续冷空气的影
响，未来一周，我国黄淮及其以
南大部地区将出现较长时间的低
温冰冻期，气温零度线将抵达华
南北部。此次低温天气持续时间
长，且湿冷严重，对公众生产生
活会带来严重影响。受冷空气影
响，预计7日至9日，中东部大部
地区气温将下降 4℃至 8℃，华南

局地降温 10℃左右，地面最低气
温零度线将压至江南南部至华南
北部一带。

昨天，市气象台发布冷空气
消息，目前北方有一股较强冷空
气正在东移南下，预计于今天夜
里开始影响我市，将带来明显大
风、降温天气过程，降温幅度
7℃至9℃。10日到12日我市平原
地区最低气温-1℃至-3℃，有冰
冻；山区最低气温-4℃至-7℃，
有严重冰冻。今天夜里到 10 日，
我市沿海海面有 7 至 9 级西北大
风，其中 8 日后期短时风力可达
10 级；内陆地区 8 日后期风力也
有6至8级。

今夜起较强冷空气来袭
降温幅度7℃至9℃

本报讯 （记者杨绪忠 王岚）
宁波日报、甬派客户端和中国宁波
网同时推出“工地围而不建、道路
一修数年”相关报道后，相关部门
高度重视，积极回应，迅速着手整
改，力争减少“围而不建”现象，
尽力缩短建设项目工期。

1 月 5 日，市住建委下发紧急
通知，会同各区全面排查房屋建筑
工程项目、城建基础设施项目的文
明施工、现场管理及环境整治情
况，对存在问题的项目，要求立行
立改、确保见效。

市住建委近期组织对海曙、江
北和鄞州三地共 70 个在建项目进
行专项检查，对发现的问题要求限
期整改；组织环境整治行动，要求
各地、各相关部门对久拆不动、拆
而未用、批而不建、建而不快，以
及文明措施不到位的项目进行重点
整治，并要求各地每日上报工作进
展情况。

市住建委、市国土局、市综合
行政执法局、市交通委等四部门联
合下发整治工作方案，即日起到今
年年底，不断强化监管职责，严格
落实主体责任。对发现的违法违规
行为从严查处，破解“工程推进缓

慢”难题，进一步健全房屋拆迁、土
地利用、工程建设、文明施工管理体
系，完善“行业管理、属地负责、社会
参与”的开发建设管理长效机制。同
时，还公布了全市工程建设及施工
现场整治行动举报电话：12345。

目前，东部新城区域内共有在
建功能性项目 37个、基础设施项目
27 个。连日来，东部新城指挥部组
织对区域内项目建设、环境品质、施
工管理等进行全线排查，对发现的
问题，逐个约谈项目业主单位负责
人，要求即查即改，加快建设、抢抓
进度、文明施工。同时要求春节前，
中山东路延伸段和兴宁东路延伸段
通车；1 月 12 日前，重点对市城展
馆、市图书馆新馆、银泰城、河清
路等项目进行提升，拆除相关施工
围挡，清理建筑垃圾，整治地块周
边环境。

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指挥部
（集团公司） 主要负责人也迅速带
队赴海晏路等工地现场检查，成立
3个检查组，对所有轨道交通施工
工地全线排摸，对发现的问题现场
整改。宁波轨道交通将进一步加强
工程统筹，强化文明施工，加快工
程建设成网，力争早日为市民提供

更加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城市管理

局） 迅速开展了城市环境大排查、
大整改活动。截至 1 月 6 日 15 时，
共出动督查队伍 34 组，发现问题
3753 处，这些问题集中在市政设
施破损、违章停车、跨门经营、无
证设摊以及共享单车乱停放等。在
市政设施方面，对发现的设施破损
等情况立即督促养管单位落实整
改。1 月 6 日当天，坑洞修补 254
处，人行道维修 118处。为回应群
众 关 切 ， 目 前 市 城 管 局 已 会 同
12345 市长投诉热线，开通了“百

姓事马上办”专线，通过三方通
话，即时受理办理群众诉求。1月
5日专线开通以来，接到市民投诉
26 起，均已落实，特别是市民反
映强烈的 6 件夜间施工扰民案件，
第一时间落实属地整改。

另据悉，昨天下午，副市长褚
银良一行对阳光广场、中山西路改
造、雅戈尔大道综合整治、214 省
道改造、世纪大道一期工程、东部
新城海晏路等在建工程进行现场督
查，要求统筹安排项目施工的各个
环节、缩短工期，减少“围而不
建”和施工扰民现象。

相关部门迅速行动整治“围挡”问题
即日起开展全市工程建设及施工现场整治行动，举报电话为12345

昨天傍晚，正在加紧施工的东部新城海晏路1号桥建设现场。
（记者 成良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