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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春节前夕赴四川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

祝福全国各族人民新春吉祥 祝愿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本报讯（记者朱宇 易鹤） 近
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郑栅洁，
副省长高兴夫，市委副书记、市长
裘东耀分路走访慰问驻甬部队官
兵，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
政府向官兵们致以新春祝福和诚挚
问候。

6 日一早，郑栅洁来到 92074
部队，与列队官兵一一握手，送上
节日问候，并参观了部队装备。随
后，郑栅洁赶赴东部战区海军航空
兵机关，与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司
令员崔玉忠、政委王再春等座谈交
流。接着，郑栅洁和高兴夫一起来
到东部战区海军机关，与东部战区
副司令员兼东部战区海军司令员魏

钢、东部战区副政委兼东部战区海
军政委王华勇等座谈交流，并亲切
看望慰问了91497部队官兵。

郑栅洁和高兴夫向部队首长介
绍了浙江和宁波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并衷心感谢驻甬部队对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的关心支持。郑栅洁和
高兴夫说，长期以来，东部战区海军
大力发扬人民军队爱人民的优良传
统，全方位支持浙江和宁波的改革
发展，赢得了广泛赞誉。当前部队正
在加快打造现代作战体系，浙江和
宁波正在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我
们将把支持部队现代化建设作为义
不容辞的政治责任，以部队建设为
重、以部队利益为要，带着感情、带

着使命、带着责任做好转业退伍官
兵安置、随军家属就业、随军子女就
学等工作，帮助部队官兵解决后顾
之忧。也希望驻甬部队在军民融合、
城市建设、港口开发、抢险救灾等方
面继续支持浙江和宁波，携手巩固
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生动局面。

10 日下午，裘东耀一行先后
来到 94660 部队和镇海区消防大
队，看望慰问部队官兵，感谢他们
多年来对宁波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
支持和帮助。在 94660部队，裘东耀
听汇报、看演习，详细了解部队日常
备勤备战情况，希望广大官兵一如
既往关心支持宁波城市建设、抢险
救灾和文明创建等工作，积极助推

宁波加快推进改革发展。在镇海区
消防大队，裘东耀仔细查看了灭火
机器人、无人机等新型消防灭火器
材的配备情况，并向大家介绍了去
年宁波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裘东耀
说，过去的一年，广大消防官兵在防
火灭火、抢险救灾中，全力以赴，尽
职尽责，为确保一方平安作出了重
大贡献。新的一年，希望大家再接再
厉，为宁波推进高质量发展和“名城
名都”建设再立新功、再作贡献。我
们将继续发扬拥军优属光荣传统，
继续支持推动消防事业加快发展和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施惠芳、黎伟挺、卞吉安及张
良才参加走访慰问。

省市领导走访慰问驻甬部队官兵

本报讯（记者朱宇） 一封新加
坡来信，牵出了一段发生在宁波的
暖心的社区故事。昨天，省委常
委、市委书记郑栅洁作出批示，为
这封感谢信中提到的三位基层社区
干部点赞。

写信的人叫梁昱，是一位出生
在宁波的新加坡公民。去年年底，
梁昱回宁波探望老母亲，得知独居
的老人日常生活受到社区干部的悉
心照顾。感动之余，梁昱于1月28日
提笔给郑栅洁书记写了一封表扬
信。

梁昱在信中说，母亲住在海曙

区莲桥街，已经八十高龄。自从父亲
去世以后，独居的母亲常常为了家
中一些物件的损坏修补烦恼不已。
去年，老人向莲桥社区居委会求助，
居委会的罗书记和杨主任非常热
心，马上派吴可人同志上门帮忙解
决问题。

“我母亲多次找他们帮忙，他们
从不推辞。”梁昱在信中举了很多例
子：楼上漏水以后，母亲房间天花板
留下污迹，他们马上找人来粉刷干
净；家中进了老鼠，他们送来了鼠
药；玻璃窗的其中一块需要换新
的，小吴帮忙换上；脱排油烟机的

一个小零件掉了，不知道应该装在
哪儿，小吴仔细查看，帮忙装好；
房间墙壁不知怎么湿了一大片，母
亲找小吴来察看，细心的他帮忙找
到了原因，是空调管子漏水了；洗
衣机的排水管裂了，母亲买来新管
子，却不知怎么装，也是小吴亲自动
手搞定。

“这些事情，可能在很多人眼里
是微不足道的，却足以难倒一个八
旬独居老人。”梁昱被深深地感动
了，想到社区干部与他们素昧平生，
而且手头也一定有很多工作要处
理，为了帮助老人，一次次随叫随

到，又那么耐心勤恳，实在难能可
贵，也让在海外的子女感到宽慰和
安心。

“我想，他们身上真正体现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梁昱希望通过
这封表扬信，使这些美好的精神进
一步在宁波发扬光大。

昨天，郑栅洁看了这封信后，作
出批示：此信读来令人感动，基层干
部如果都能像罗、杨、吴三位好同志
一样，以具体的实际行动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宁波就会更
加文明、温暖、和谐。请向三位同
志问好！致敬！

一封新加坡来信牵出一段暖心的社区故事
市委书记为三位社区干部点赞

本报讯 （通讯员王寅国） 新
春佳节即将来临，市委、市政府
领导郑栅洁、裘东耀、钟关华、
施惠芳、卞吉安等带领市级有关
部门负责人，分别登门慰问项秉
炎、叶承垣、陈勇、王卓辉等老
同志，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们
及全市老同志致以节日问候。

市领导每到一处，都关切询
问老同志的生活起居和身体情
况，衷心祝愿老同志新春快乐、
健康长寿、阖家幸福。市领导向
老同志介绍了我市去年经济社会
发展情况和今年工作安排，衷心
感谢老同志为我市各项事业发展
付出的心血，认真听取老同志提
出的意见建议，希望老同志充分

发挥优势，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
市委、市政府的工作，为我市加
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

“名城名都”献计出力。老同志
们感谢市委、市政府的关心照
顾，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
态势感到由衷高兴。市领导还看
望了部分住院的老同志，祝福
他们早日康复，并向医务人员
和陪伴照顾的老同志亲属表示慰
问。

此前，市委组织部、市委老
干部局负责人，分别走访慰问了
老红军和原行政 14级以上离休干
部遗属、部分住院老同志、部分
困难离退休干部，送上市委、市
政府对老同志的关心和祝福。

市委市政府领导
走访慰问老同志

本报记者 周 琼
通讯员 任 社

2月11日，农历腊月廿六，下
午 4时 40分。宁波 12333电话咨询
大厅铃声此起彼伏。大厅上方显示
屏不断翻动跳转着每位咨询员接听
电话的情况：

徐丽：91个 288分钟37秒
陈淑蓉：72个 220分钟32秒

谢奇可：68个 204分钟01秒
翁梦洁：79个 247分钟27秒
……
下午 4 时 58 分，接完这一天第

87个电话，咨询员张艳萍显得很疲
惫。此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让
准备喝口水润下嗓子的张艳萍赶紧
放下杯子，接起电话。“我问一下，我
老婆现在没工作，但要生孩子了，听
人家说好像有钱可以报销，所以来
问问看。”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点
怯。

秒针滴答滴答转了一圈又一
圈。电话这头，是张艳萍关于失业、

医保、养老等问题的一条条细致解
释；电话那头，是沙沙记录的声音。

“太好了，真的谢谢你！我也能
过个好年了。都说宁波是座爱心城
市，去过很多地方，还是宁波最亲
切，真好！”当张艳萍放下电话，大厅
内的时钟指向了晚上 6 时 46 分，这
个电话通话时长竟有 108 分钟。带
着疲惫，原本答应儿子当晚 7 时 20
分一起看电影的张艳萍只能无奈爽
约。可是，挂机前的一句“宁波真好”
却让她暖意满怀，“将心比心，想想
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工作，对很多
事情茫然时的那种心情，就会觉得

你有责任把咨询问题解释清楚。”
据了解，这样的场景，对于这

批年轻的咨询员来说，是工作中的
常态。从 2012 年组建至今，12333
电话咨询中心受理 669.8 万人次咨
询服务电话，日均受理 5000 多人
次 ， 99% 的 来 电 人 为 12333 点 了
赞，按下了663.1万个满意键。

目前，宁波 12333 的服务质量
在全国享有盛名，其“全面质量管
理”经验，曾在全国人社系统推
广。前不久，12333 电话咨询服务
中心还获得了“全国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系统先进集体”奖牌。

108分钟的答疑，换来一句“宁波真好”

春节期间本报版面将作相
应调整，2月16日 （初一） 至2
月 18 日 （初三） 休刊三天，2

月 15 日 （除 夕）， 2 月 19 日
（初四） 至2月21日 （初六） 每
日出 4 版，2 月 22 日 （初七）、
23 日 （初八） 各出 8 版，2 月
24 日起正常出版。特告广大读
者，并祝大家新春快乐。

宁波日报编辑部

敬告读者

本报讯 （记者易鹤） 昨天，
市长裘东耀主持召开市政府第 20
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全省安全
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会议强
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思想，坚
定安全发展的政治自觉，牢固树
立安全发展理念，按照省市安全
生产会议的部署，以钉钉子精神
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有效防
范较大社会影响事故，坚决遏制
重特大事故，为“名城名都”建
设提供更加有力的安全保障。

会 议 指 出 ， 安 全 发 展 是 底
线、红线，是重要的政治问题、
发展问题和民生问题。各级政府
及部门要从讲政治、为人民的高
度，肩负起新时代安全生产的重
要使命，着力破解安全生产领域
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动
安全生产形势持续根本好转。当
前尤其要高度重视抓好春节期间

和全国两会期间的安全生产工
作，突出抓重点、破难点，排查
整治风险隐患点，加强应急值
守、协作联动和舆情处置，确保
社会安全稳定。

会议听取了宁波市 2017年度
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起草情况
的汇报。会议强调，各级政府及
部门要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

“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新要求，
在市委的领导下，以更强的自
觉、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
进法治政府建设，依法全面履行
政府职能，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
法，完善法治政府建设的长效机
制，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重点工
作，不断提高法治政府建设成效。

会议还听取了 2017 年度“中
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建设
考评工作、市重点工程考评工作、
市科学技术奖评审等情况汇报。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

传达学习全省安全生产
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裘东耀主持

本报讯 （记者孙佳丽 通讯
员张淑蓉） 在刚刚结束的年货展
销会上，一个临时设立的快检
室 让 不 少 市 民 驻 足 。“ 这 才 是

‘看得见的放心’。”李女士将刚
淘来的草莓递给快检工作人员
检测农药残留后，满意地说。8 天
的年货展销会，这一快检室共抽
检各类商品 250多批次，合格率达
100%。

春节临近，为了保证节日期
间食品药品安全，我市市场监管
部门根据消费特点和前期风险隐
患排查分析情况，以水产品及其

制品、肉类及其制品、乳制品、
酒类、炒货、滋补中药、参茸、
抗病毒药物、保健食品等消费量
大的节日食品药品为重点，在全
市组织开展大规模监督抽检。

截至目前，我市已抽检 1872
批次，合格率达 98.13%，对不合
格食品及时进行下架等处理。同
时，市场监管部门还邀请市民代
表参加食品药品安全“你点我
检”和年夜饭“你点我查”等各
种检查活动，从监督抽检和检查
情况来看，我市食品药品安全总
体情况良好。

我市开展大规模食品药品监督抽检

本报讯（记者王博 鄞州记者
站张绘薇 杨磊）蕴含乡情的“村
晚”、戏曲名家送戏下乡、狗年主题
3D灯光秀……春节临近，连日来鄞
州区群众性文化活动在城乡各类文
化场所上演，该区文化部门精心准
备了 130余项活动，让市民畅享“春
节文化大餐”。

文化场馆假日不“打烊”，惠民
活动全域均衡供给，这是鄞州城乡
居民共享优质公共文化服务的一个
剪影。不久前，浙江省文化厅公布了
全省 89个县（市、区）基层公共文化
服务综合评估指标数据，鄞州区以
68.51 分再次排在首位。至此，鄞州
已连续 9年名列全省公共文化服务

综合评估第一。
鄞州作为全国首批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示范区，近年来不断推
动“区镇村”三级联建，加速城乡
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截至目前，全
区千人拥有基层公共文化设施面
积 830.7 平方米，远超全省均值的
383.9 平方米，累计建成农村文化
礼 堂 87 家 ，覆 盖 49.4% 的 农 村 人
口，为构建优质、高效的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打下扎实基础。

场馆建好了，活动开展还需常态
化。鄞州区通过“送、创、种”等方式，着
力破解公共文化服务中“供需不匹配、

供给无效、供给主体单一”等难题。如
今，在鄞州，“天天乐”“天天读”“天天
看”等十大公共文化惠民服务已深入
人心，王应麟读书节、城市音乐节、沙
孟海书法节等系列文化品牌活动长年
不断，“政府联动供给、群众自我服务、
社会力量参与”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
供给模式基本成型。统计数据显示，鄞
州区年均送戏下乡次数与建制村（社
区）数比例达4.26次/个。

文化服务要“走心”，群众参与
是关键。鄞州区不仅将精神食粮送
到街头巷尾，更在基层“种文化”，去
年以来，还启动“艺起来”全民艺术
普及工程，搭建起线上与线下相结
合、创作与普及相结合、政府与社会
力量相结合的全民艺术普及管理、
培训和展演三大平台。至今，全区已
有特色业余文艺团队 600 余支，骨
干成员 2 万余名，一年举办基层综
艺团队巡演超60场。

城乡居民共享优质“文化大餐”
鄞州公共文化建设连续9年领跑全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