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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飞 通讯员朱
钧铭 李华忠） 近日，象山县养犬
管理专项整治再度发力，公安、农
林、卫计等县级部门及各镇乡 （街
道） 联合开展行动，对限养区内的
无主犬和违规饲养的大型犬、烈性
犬实施捕捉，对限养区内未做证、
未年检、未挂牌、未束犬链的犬只
一律实施暂扣。“自去年 7 月养犬
管理问题被县人大代表网络联络站
列为重点参与调研督办事项以来，
我县持续开展多轮专项整治，群众
反映强烈的犬只扰民问题已得到有
效缓解。”该县养犬管理办公室负
责人说。

养犬管理问题进入人大代表的
视野，源于网民们在象山县网络民

情会办中心平台的发帖投诉。作为
该县最大的综合性网络民意平台，
网络民情会办中心与县信访局合署
办 公 ， 月 均 受 理 各 类 投 诉 咨 询
7000 多件，是直面民生诉求的最
佳渠道，也是人大代表与选民群众
进行线上交流的最佳平台。去年 7
月，象山县人大充分借力该网络平
台大数据，创新互联网+代表的履
职形式，建立了人大代表网络联络
站，在网络民情会办中心网络平台
开设专门网站，从海量信息中筛选
出反映较为集中的民意呼声，突出
重点，集中力量解决其中的若干问
题。

象山县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负
责人介绍，代表网络联络站确定每

月 10 日为代表接待日，选择近期
网民反映较多、社会关注度高的热
点难点事项作为当期活动主题，由
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县人大代表一起
开展集中视察调研及网上接待选民
活动，结合网络舆情和人大、代表
监督的力量，形成推动问题解决的
合力，并加强后期的跟踪监督和落
实。

去年 7月以来，代表网络联络
站共开展了 6 期接待日活动，“预
付卡消费市场纠纷”“消防安全管
理”“教师校外补课”“沿海南线红
绿灯设置不合理”“买卖驾驶证分
数与违规办理居住证”等 12 个问
题事项被列为重点参与调研督办事
项，每次活动均有政府相关职能部

门参与面商座谈，对群众反映的问
题当场作出客观回应、解释或承诺
办理，成效明显。若干件事项经代
表再深入调研后将作为代表建议在
下一次县人代会上提出。

“代表网络联络站与网络民情
会办功能的结合，既打通了人大代
表广泛收集民意的渠道，又形成合
力推动了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创
造 了 社 会 民 生 问 题 的 ‘ 象 山 解
法’。”象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金红
旗表示，下一步，网络代表联络站
将进一步拓展活动形式与载体，加
强代表参与督办力度，开通代表与
选民群众的网络直通车，切实解决
一批群众关心的问题，力争创出特
色和新的模式。

象山创新“互联网+代表”履职形式
县人大代表网络联络站助解民生难题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象山记
者站陈光曙 通讯员李尧）“农机
共享”时代来了。近日，象山县农机
综合服务中心正式成立，为全县农
户提供农机作业、维修、供应、中
介、租赁等农机产业一体化服务。

据悉，象山县农机综合服务

中心位于爵溪街道前岙村经济开
发区，是该县打造新型农机社会
化服务体系的关键环节，主要依
托农益家现代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运行。“农益家”由象山丰润、绿
丰、佳禾三家当地农资、农机、
农作物领域的龙头企业整合资源

后共同创建。
目前，服务中心不仅拥有传

统插秧机、旋耕机、收割机，还
购买了高温杀虫灭菌机、秸秆打
捆机、自走式喷药机、水稻穴直
播机等新型农业机械。同时，中
心也将在作业范围、维修网络、

供应市场、农机调度、租赁培训
方面，为农户提供更全面、更专
业的服务。

上图：一台“共享”打捆机
在田里打捆秸秆。

（李尧 沈孙晖 摄）

让更多农户用上现代农业机械

“共享农机”来了

本报讯（记者黄合 通讯员乐
科奇） 如何进行美丽乡村建设？如
何更好地做群众工作？如何推进基
层党的建设？最近，35 岁的胡成
元正在参加“乡土人才”集中培
训。上个月，这名长期在外经商的
年轻党员经自荐报名、层层筛选，
成为北仑区“体外培养”村级后备
干部的一员，担任郭巨街道城外片
和谐共建理事会成员。

“虽说农村的舞台广阔，可没
有一支有眼界、有魄力、有冲劲的

领头人队伍，乡村振兴还只是‘纸
上谈兵’。”北仑区委组织部相关负
责人说，在一些村落，长期以来存
在家族观念浓、宗派意识强的情
况，容易出现后备干部培养“不看
本领看本家”的情况，而这种“近
亲繁殖”又会带来村级班子来源不
足、能力不强、后继乏人等一系列
问题。

去年以来，北仑区依托区域
化党建平台，创新提出村级后备
干部“体外培养”模式，从企业

家、外出经商能手、返乡大学生
等群体中选拔优秀人才在区域性
党组织、社会组织、美丽乡村建
设等各类平台担任职务，经系统
培训待条件成熟再回村任职，从
而打破“近亲繁殖”怪圈，畅通

“能人治村”渠道，真正打造一支
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乡村
振兴“生力军”。

现任小港街道新棉村党支部
书记的徐伟东，就是通过“体外
培养”模式一步步得到村民的认

可。他本是天波钢结构制造有限
公司董事长，后经“本人自荐+联
村干部推荐+村社排摸”方式，被
纳入村级后备人才库，并担任新棉
村“爱心联盟”会长。在新农村建
设中，徐伟东出钱出力出点子，用
实际行动得到了村党员和村民的好
口碑，最终在换届中当选村党支部
书记。

据悉，目前北仑区依托 77 个
区域化党建片区，已对 200余名优
秀人才开展“体外培养”，高中以
上学历占 77%，平均年龄不到 38
岁。其中，已有 30 名优秀人才通
过“体外培养”的方式担任了建制
村支部书记、村主任职务。

据了解，为了更好地培养农村
新型“当家人”，北仑区已累计对
200 余名村级后备干部开展量身定
制的课程培训。

打破“近亲繁殖”怪圈 畅通“能人治村”渠道

北仑“体外培养”村级后备干部

本报讯（记者杨绪忠 通讯员
廖鑫） 昨天下午，市住建委发布消
息，“十三五”期间，宁波中心城区将
重点整治“三江口”核心区、城市快
速路、在建轨道交通沿线和重要功
能区块连接道路，打造 25 条品质
路。

突出三江口核心区的品质塑
造，以街区品质提升为重点，实施
解放路两侧街区、大庆南路—人民

路两侧街区、曙光路、药行街—百
丈路等 4条主干道路街景整治，打
造富有文化特色的老城中心。

构筑城市快速路网品质廊道。
按照市政设施景观化建设理念，实
施机场快速干道、北外环、环城南
路、东外环等 5条快速路的高架立
体景观和两侧生态景观廊道，重点
建设主要交通出入口景观，打造舒
适、靓丽、彩化的交通门户绿廊。

建设“八横八纵”主干道路品质
景观体系。实施宁镇路、大闸路、中
山路沿线、百丈东路、长春路—灵桥
路—兴宁路、翠柏路—苍松路、四明
路、鄞县大道等“八横”和秋实路、望
童北路—薛家路、雅戈尔大道、鄞奉
路、甬江大道—江东北路宁南路、江
南路中兴路、沧海路、院士路福庆路
等“八纵”主干道路整治。

在这 25 条品质路中，涉及轨

道交通沿线道路整治工程共有 9
条，分别是：中山路（机场路—世纪
大道）、解放路沿线街区延伸整治、
宁镇路、江南路—中兴路、翠柏路—
苍松路、长春路—灵桥路—兴宁路、
鄞县大道、雅戈尔大道、沧海路。其
中，中山路（机场路—世纪大道）、解
放南路综合整治工程已经完成，另
外 7 条道路将于 2018 年—2022 年
期间陆续整治完成。

中心城区将打造25条品质路

本报讯 （记者黄合 通讯员
勇政华） 平安综治工作领导责任
制，由谁来问责？怎么问责？什
么情况下问责？近日，市委、市
政府出台了 《宁波市健全落实平
安建设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
责任制实施细则》，切实落实中
央、省相关文件精神，将平安建
设和综治工作共同纳入领导责任
制考核和奖惩体系。

实 施 细 则 分 七 章 ， 包 括 总
则、责任内容、督促检查、考核
评价、奖励表彰、责任督导与追
究等，不仅明确了平安综治工作
原则以及党委政府、部门(单位)
及其相关领导职责，还明确了平
安综治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要
求建立党委常委会、领导和成员
单位工作报告、述职以及督促检
查、明察暗访等制度。

同时，实施细则明确了进行
责任督导和追究的 7 种情形，以
及通报、约谈、挂牌督办、“一票
否决”、引咎辞职等主要督导和追
责手段。其中，本地区、本部门
(单位)、本系统在较短时间内发
生较大群体性事件、较大安全事

故、一次致死 3 人以上刑事犯罪
案件的，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社会
治安重点地区和突出公共安全、
治安问题等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或
者出现反弹的，平安建设和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被中央主要媒
体曝光并查证属实的，本区县
(市)连续两年考评结果处于全省
平安区县(市)末位的，均将被督
导追责。

此 外 ， 受 到 挂 牌 督 办 的 地
区、部门(单位)，在半年内一律
取消其评选综合性荣誉称号的资
格以及该地区、部门(单位)主要
领导干部、主管领导干部、分管
领导干部评先受奖、晋职晋级的
资格。

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
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是
我市誓夺“平安金鼎”的关键之
年，希望通过责任制制定落实，
倒逼推动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
部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和责任意
识，积极履行应尽职责，以上率
下抓维稳，推动平安建设和综治
工作各项任务落实，实现平安建
设夺金鼎目标。

我市出台健全平安综治工作领导责任制
实施细则

7种情形将被督导追责

本报讯 （记者陈飞） 昨日下
午，民革宁波市第十二届委员会
三次全体 （扩大） 会议召开。会
议学习了中共十九大精神、民革
十三大精神，听取并审议了民革
宁波市第十二届常委会工作报
告，审议通过大会决议。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民革市委会主委
王建康等参加会议。

过去一年，民革宁波市第十
二届委员会在中共宁波市委和民
革浙江省委会的领导下，在中共
市委统战部的指导帮助下，始终
把思想建设放在党派建设的突出
位置，继承和发扬老一辈与中国
共产党亲密合作的优良传统，不
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大
力加强自身建设，切实提高履职

能力，努力推进祖统工作，积极
开展社会服务，各项工作不断取
得新成效。今年将紧紧围绕宁波
加快推进“名城名都”建设工作
大局，不断加强党派自身建设，
进一步提升履职能力和水平。

会议号召，全市各级民革组
织和广大党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
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继承和发扬
孙中山爱国、革命、不断进步精神，
进一步凝聚共识，强化担当，砥砺
奋进，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为宁波“名城名都”建
设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民革宁波市委会召开
十二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

本报讯 （记者王岚 通讯员
张良） 昨天，来自城管供排水集
团公司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 年
宁波工业供水量首次超过一亿
吨，达到 1.04 亿吨。城市自来水
供应，全年累计供水量为 4.53 亿
吨，最高日供水量达144万吨。

大工业用水经过近十年的发
展，正越来越受到大型工业企业的
青睐，如今日均供水量达 28.6 万
吨，预计到“十三五”末，我市大工
业用水日供水量会超过35万吨。

截至目前，全市工业供水输
水管线已辐射江北、镇海、北仑
三区，建成 DN1800-DN2400 管
径的输水主管线约 50公里，运营
管理的工业供水总输水管线约 80
公里，为镇海炼化、台塑、逸盛
石化、中海油等近二十家大型工
业企业提供生产用水。

宁波城市供水，继续保持高
质量供水水平，2017 年全年水质
综 合 合 格 率 99.99%， 水 压 综 合
合格率 99.81%。

宁波工业供水一年破亿吨

本报讯（记者朱军备 东钱湖
报道组翁芳频 祁珊）据东钱湖管
委会旅游与湖区管理局统计，2017
年东钱湖共接待游客 422.3 万人
次，旅游总收入31.46亿元，创历史
新高。

去年，东钱湖成功举办第九届
湖泊休闲节系列活动，推出全民帆
船体验赛、国际篮联大师预选赛、

“钱湖家宴”魅力展、东钱湖皮划艇
趣玩赛、东钱湖龙舟文化会等 8项
活动；推出东钱湖包价旅游产品，
并与途牛网共同开通包价旅游直

通车，定期每周向东钱湖输送客
源。

以“月月有活动，季季有主
题”为目标，东钱湖先后举办了
江 南 萌 萌 跶 《东 钱 湖 传 说》、

“稀”潮流婚礼发布会、水上乐园
机 器 人 欢 乐 嘉 年 华 、 新 一 代
MINI 新车试驾、中国 （宁波）
影视编剧高峰论坛、国际艇球训
练营等活动，拉动旅游消费。

去年，东钱湖有关部门还组织
了一系列推介活动，在长三角地区
提升了东钱湖的市场影响力。

东钱湖去年接待游客
420多万人次

本报讯 （通讯员陈福良） 笔
者 昨 日 从 余 姚 市 有 关 部 门 获
悉，该市泗门镇近日获评首批

“全国农村幸福社区建设示范单
位”，成为宁波唯一获此殊荣的
乡镇。

近年来，泗门镇把农村社区
建设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举

措来抓，积极向农村社区融入城
市社区管理和服务理念，推动公
共服务向农村社区延伸。目前，
全镇 16 个村中有 6 个获得宁波市
级示范单位，5 个获得余姚市级
示范单位，形成了“政府推助、
群众主体、社会参与、层次推
进”的农村社区建设良好氛围。

泗门镇成为首批“全国农村
幸福社区建设示范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