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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董小芳 通讯员
钟法） 日前，《宁波移动微法院诉
讼规程 （试行）》在我市两级法院
正式施行，这标志着司法领域的

“最多跑一次”甚至“一次都不用
跑”成为可能。据悉，这样的移动
电子诉讼规程在全国尚属首个。

今年 1月，在余姚法院试点基
础上，我市两级法院全面启用可实
现手机立案、调解、证据交换、庭
前会议、庭审、执行、归档等功能
的 微 信 小 程 序 “ 宁 波 移 动 微 法
院”。1 月 11 日，最高人民法院确
定我市中级人民法院为全国法院

“移动电子诉讼试点”。
为适应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诉讼

需求，进一步规范“宁波移动微法
院”的运用，市中级人民法院遵循
诉讼原理与网络诉讼规律，充分考
虑当事人和法官的双重需求，依法
制定了微法院诉讼规程，全文共
75 条，涵盖全部诉讼环节，对移
动电子诉讼进行规则重塑。

规程明确，“宁波移动微法
院”可适用于除涉及国家秘密、商
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等案件外的所有
民商事及执行案件 （行政、刑事自
诉案件具备条件的，参照适用本规

程），其使用以当事人自愿为原
则，并需通过在线身份认证确保本
人登录。

对当事人而言，诉讼规程的制
定让“足不出户打官司”成为可能。
如规程明确在确定电子签名与线下
签名具有同等效力的基础上，当事
人或诉讼代理人可通过“拍照上传
材料”加“电子签名”的方式完成立
案、撤诉及执行申请；除涉及婚姻、
收养、继承等人身关系的案件外，当
事人可在线签署调解笔录及调解协
议；对于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
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商事案件，特

别是申请方路途遥远、有客观原因
无法到庭以及无需查看证据原件的
案件，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适用宁
波移动微法院开庭。

“对法官而言，规程的制定也
为开展事务性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
捷。如法官可用图片、音频、文字
等形式组织当事人进行线上证据交
换、庭前会议等，不受场所、时间
限制。”市中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
人介绍，移动电子诉讼规程的制
定，大大助推了我市司法领域的

“最多跑一次”改革，真正让公平
正义“触手可及”。

让足不出户打官司成为可能

市中级法院制定
全国首个移动电子诉讼规程

本报讯（记者林海 江北记者
站张落雁） 昨日，2018 宁波山地
马拉松赛新闻发布会在国家体育总
局召开，中国田径协会、人民网、
宁波市体育局、江北区人民政府等
赛事主办单位的负责人出席发布会
并作赛事介绍。

宁波山地马拉松赛已连续成功
举办四届，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
山地马拉松赛事，也是中国田径协
会唯一共同主办的山地马拉松赛
事。2018 年第五届宁波山地马拉
松赛将于4月15日在江北荪湖体育
公园鸣枪开跑，届时将有海内外的
4600 名选手共同感受宁波山地马
拉松的魅力。

自举办之初，宁波山地马拉松
赛确立了办赛特色——山地与公路
交替转换，自然山水与古城文化交
相辉映。本届赛事继续以“古城古
寺古道，乐山乐水乐跑”为口号，
途经“六湖三山一古城”，路过国

宝级的古刹——保国寺。公路、大
坝、竹林、落叶、碎石、沙土等多
种地形将出现在赛道上。这是一项
考验跑者全地形奔跑能力的轻越野
赛事，也是长跑爱好者从公路马拉
松赛向越野跑赛事转换的入门级比
赛。

本届赛事设三个组别：总距离
42.195 公里，累计爬升 1008 米的
全马组；总距离 23 公里，累计爬
升 788 米的半马组；总距离 7 公
里，累计爬升 334 米的体验组。
一直以来，宁波山地马拉松赛备
受跑友好评，跑者评价为“教科
书般的山地马拉松赛事”，专家评
价为“最具特色赛事”。

今年，宁波山地马拉松赛还
在多方面进行了创新突破。为了
提升赛事品质、打造选手互动体
系 ， 组 委 会 借 助 微 信 公 众 平 台

（微信号：nbsdmlszwh） 等新媒体
构建宁波“山马”特有的互动形

式 ， 开 通 400 赛 事 服 务 专 线
（400-002-2014） 满足选手多方位
参赛需求，努力将宁波山地马拉
松赛打造成宁波精品赛事、浙江
品牌赛事、中国特色赛事。在线
路设计方面，不仅将六湖三山、
慈城古县城继续串联进 42 公里赛
道 ， 更 增 加 了 新 建 成 的 沿 湖 绿
道，不同路况赛道比例更优化，
沿途风景也更多样。

在服务保障方面，主办方一
直将跑者的安全作为赛事保障的
重中之重，本届赛事的救援医护
人员和 AED 数量较上届增加了三
成，重点区域救护资源配置更为
密集。

赛事等级方面今年也有了新
的提升。2018 年宁波山地马拉松
赛继续以国家 A 类赛事的办赛标
准组织比赛，并首次被纳入健康
中国马拉松系列赛，这也是浙江省
唯一被纳入该系列赛的赛事。

又讯（记者徐欣 江北记者站
张落雁 通讯员刘兴旺） 3月27日
晚，2018 宁波·江北体育产业推
介会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中体产
业、华体集团等百余位体育产业相
关人士参会，共同为江北乃至宁波
的体育产业出谋划策。

推介会上，江北区推出了包括
体育+商业、文创、休闲、农业以
及健康等15个“体育+”项目。不
少前来参加推介会的企业有意将体
育综合体项目落户江北。奥山集团
投资发展中心总监张琦就带来了冰
雪综合体项目。

推介会现场，宁波中体 sports
城项目负责人林彬带来了项目的最
新进展。“项目将于年底正式交付
投入使用，确定签约的包括马术、
蹦床、棒球等项目，还有一大批国
际 知 名 体 育 用 品 品 牌 也 将 落 户
宁波。”林彬表示，未来将把中体
旗下更多比赛以及项目带到宁波。

古城古寺古道 乐山乐水乐跑

2018宁波山地马拉松4月15日开跑

本报讯（记者冯瑄 通讯员陈
晓众） 新版《宁波市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预案》近日发布。昨天，市环
境监察支队应急科负责人对应急预
案进行了解读。新版 《预案》 要
求，对涉及特别重大、重大突发环
境事件的舆情，相关部门应在 5小
时内发布权威信息、24 小时内通
过新闻发布会、门户网站等方式予
以回应；较大突发环境事件舆情则
在48小时内予以回应。

突发环境事件是指由于污染物

排放或自然灾害、生产安全事故
等因素，导致污染物或放射性物
质等有毒有害物质进入大气、水
体、土壤等环境介质，突然造成
或可能造成环境质量下降，危及
公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或造
成生态环境破坏，或造成重大社
会影响，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予以
应对的事件。

按照事件严重程度，突发环境
事件分为特别重大 （Ⅰ级）、重大

（Ⅱ级）、较大 （Ⅲ级） 和一般 （Ⅳ

级） 四级。应急预案同时也指出，
对于七类一时无法判明等级的突发
环境事件，应当按照重大 （Ⅱ级）
或者特别重大 （Ⅰ级） 突发环境事
件的报告要求上报。

这七类事件包括对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影响的；
涉及居民集聚区、学校、医院等敏
感区域和人群的；涉及重金属或者
类重金属污染的；有可能产生跨省
影响或造成国际影响的突发环境事
件；可能或已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

件的突发环境事件；境外因素造成
或可能造成我市境内发生突发环境
事件的；市、区县 （市） 政府、开
发园区管委会或环保部门认为有必
要报告的其他突发环境事件。

根据对已知信息的整理分析
和判断，按照突发环境事件发生
可能性、紧急程度和可能造成的
危害程度，该应急预案将突发环
境事件预警级别分为四级，由低
到高分别用蓝色、黄色、橙色和
红色表示。

新版《宁波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发布
特别重大、重大突发环境事件应5小时内发布权威信息

叠被褥、站军姿、踢正步……
前天，市公交总公司 30 路驾驶员
到结对的武警宁波支队二大队五
中队的营地，重温军旅生活。作
为国内首条公交国防民兵线，该
线路中的大部分司机有过从军经
历。

（徐文杰 姜何妃 摄）

重温

军旅生活

本报讯 （记者董小芳 通讯
员甬纪轩） 为进一步严明纪律，
强化警示震慑，以铁的纪律保障
扶贫及帮扶工作落到实处，日
前，市纪委公开通报 4 起扶贫及
帮扶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典型案
例。

海曙区龙观乡雪岙村党支部
原书记、经济合作社原社长洪和
平等 5 人侵占五保户结余资金等
问题。2011 年 12 月，时任雪岙村
党支部书记、经济合作社社长洪和
平和党支部委员、村妇女主任兼出
纳徐月仙，党支部委员何根华，村
委会委员洪彪，文书洪建华等人讨
论决定，将原应归村所有的村原五
保户应某某（2011 年 5 月病逝）个
人银行账户内的大病报销结余款
11290.44 元 人 民 币 ，予 以 私 分 。
2018年1月，洪和平受到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徐月仙、何根华、洪彪、
洪建华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
纪所得予以收缴。

鄞州区姜山镇阳府兴村经济
合作社原副社长蔡国君虚报骗取
农业补贴款等问题。2006年3月至
2010年1月期间，蔡国君利用职务
便利，采取在其名下和在该村其他
村民名下虚报种植面积的手段，骗
取农业补贴款 11021.2 元，并非法
占为己有。2010年至 2011年期间，
蔡国君明知 14户农户申报粮食种
植面积不实，仍予以上报，致使农
户多领政府农业补贴款 90585.72
元。2017年11月，蔡国君受到开除
党籍处分，违纪所得 11021.2 元予
以追缴，多领农业补贴款 90585.72
元全部退回。

奉化区大堰镇万一村党支部
原书记徐明君、万一村原主任罗
永华、会计罗校帮等 3 人虚报套
取黄金茶苗补偿款问题。2015 年
5 月至 2016 年 2 月，徐明君任万

一村党支部书记期间，在该村黄
金茶基地项目中，伙同时任村主
任罗永华、会计罗校帮以虚报黄
金茶苗数量，返回虚增款项的方
式，套取补偿资金 72150 元，后
将该款用于不符合财政报销规定
的其他费用支出。2017 年 7 月，
徐明君、罗永华分别受到党内严
重警告处分，罗校帮受到党内警
告处分。

慈溪市桥头镇残疾人联合会
原工作人员余奕宏在负责申领残
疾人补助过程中优亲厚友、骗取
补助资金问题。2011 年 10 月至
2015年 12月，余奕宏利用负责桥
头镇残疾人证申办、各类残疾补
助申报的职务便利，为其不是残
疾人的父母亲申办残疾人证，并
据此申领残疾人所能享受的各项
补助款 65643 元。2016 年 11 月，
余奕宏受到开除党籍处分，违纪
所得予以追缴，司法机关已依法
追究其刑事责任。

通报指出，以上 4 起典型案
例中的基层干部所作所为，反映
出群众观念淡漠、纪律意识缺失
等问题，直接侵害群众切身利
益，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形象，全
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特别是基层党员干部要从中汲取
教训，引以为戒。

通 报 要 求 ， 全 市 各 级 党 委
（党组） 要扛起政治责任，把整治
扶贫及帮扶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作为履行主体责任的重要内容，
切实抓好专项治理工作。全市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把扶贫及帮扶
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作为执纪审
查的重点，对胆敢向扶贫及帮扶
项目资金“动奶酪”的腐败问
题，以及“虚”“浮”“假”等作
风问题，坚持严查快办，严惩不
贷。

市纪委通报4起扶贫及帮扶领域
腐败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例

本报讯 （记者黄合 通讯员
王岑 勇政华） 网上预约、实时
流转、在线咨询、系统派单、评
价打分、审核考评——在宁波，
有一套“方寸之间”的自助服务
系统，不是为了“在线购物”或
者“外卖下单”，而是方便群众网
上点选“调解专家”，提升矛盾纠
纷的化解实效。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
推广‘枫桥经验’55 周年暨习近
平同志指示坚持发展‘枫桥经
验’15 周年。如何更好地传承新
时代的‘枫桥经验’？宁波的解法
是一套线上线下高度融合的警调
衔接机制，引入人民调解员参与
社会基层治理，为百姓解忧、为
政府减压、为民警减负。”市委政
法委相关处室负责人如是说。

“警调衔接”，起步于鄞州东
柳街道的“老潘联调工作室”。在
人民调解员潘明杰的调解下，从
五六千万元的遗产纠纷到“争气
不争财”的邻里纠纷，均迎刃而
解。工作室年均调解疑难纠纷案
事件 300 余起，调解成功率高达
100%，得到了中央、省市有关领
导的充分肯定。

2013 年，市公安局、市司法

局联合下发 《关于在全市全面推
行“警调衔接”机制建设的工作
意见》，在全市范围内推进“警调
衔接”工作机制，有效衔接人民
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和行
业调解，将重大项目风险评估、
疑难信访件化解、群体性事件预
防纳入警调工作范围，全面搭建
社会矛盾纠纷调解的“缓冲区”。

2017 年 ， 我 市 又 将 “ 互 联
网+”理念引入警调衔接机制，
将预约端口嵌入网络平台和新型
警务平台，群众可以直接在线上
选择调解员，由后台协调确定调
解时间和地点。这种“网上预
约、网下调解”的新机制，也有
利于实现优质调解资源均衡化，
最大限度地将矛盾纠纷发现在基
层、控制在基层、化解在基层。

如今，以“老潘工作室”为
品牌创建的警调衔接工作机制已
在全市遍地开花。截至目前，我
市 173 个派出所和 44 个警务站都
建立了调解工作室，实现了全覆
盖；共有人民调解员 981 人，其
中专职调解员 305 人，兼职调解
员676人。

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说，推
行“警调衔接”是推进社会治理
创新、构建社会矛盾化解大格
局、符合平安建设的客观要求，
对于减少“民转刑”案件、缓解
公安机关非警务民事纠纷调解压
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宁波解法
线上+线下，“警调衔接”化解矛盾纠纷

本报讯 （记者陈敏 通讯员
庞赟） 昨日，宁波大学医学院附
属医院与全国著名的消化病学专
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兆申签署
合作协议，成立“宁波大学医学
院附属医院李兆申院士工作站”，
这也是宁波在消化病防治领域设
立的首家院士工作站。

宁波是消化病的高发区，特
别是胃癌发病率和死亡率都高于
国际标准。首家消化病防治院士
工作站的成立，意味着宁波消化
病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院
士”专家服务。

李兆申院士是我国著名消化
病学和消化内镜学专家，现任国
家消化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

任、国家消化内镜质控中心主
任、上海长海医院消化内科主
任。他牵头制定的我国消化内镜
和胰腺病领域指南或共识达 24
部。在他带领下，团队在国内率
先开展早期消化道肿瘤内镜微创
治疗，并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OMOM 胶囊内镜系统”，
填补了国内空白，是全球唯一的
智能可控胶囊内镜系统。

据悉，工作站成立后，以李兆
申院士领衔的上海长海医院消化
内科团队，将为宁大附院提供全方
位支持，定期派人指导疑难杂症，
引入新技术新项目，展开科研合
作，指导学科建设，开展各项手术
和门诊工作等。

宁波首设消化病防治领域
院士工作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