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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高标杆扬长补短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

本报讯 （记者龚哲明） 7 月 5
日至 6日，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在我
市调研政协系统党建工作并开展

“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落实
情况”专项集体民主监督。市委副
书记、市长裘东耀，市政协主席杨
戌标参加相关活动。

葛慧君在座谈听取我市政协系
统党建工作汇报后指出，要认真学
习贯彻全国政协系统党的建设工作
座谈会精神，加强政协党的建设，
不断提高政协党建工作质量和水
平。要深化认识，切实增强抓好政
协党建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
和行动自觉，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
神，理直气壮、聚精会神地把政协
党的建设工作抓起来、抓出实效。
要突出重点，切实把党中央和省委
的决策部署及对政协工作的要求落

实下去，发挥政协党组领导核心作
用，突出加强组织体系建设，充分
发挥党员领导干部和党员委员示范
引领作用，使政协党建工作覆盖所
有领域和工作对象。要深入研究，
积极探索富有政协系统特点的党建
工作新路子，通过加强政协党的建
设实现建言献策和凝心聚力相统
一，既重视建言咨政，鼓励委员充
分发表意见，又注重宣传党的主
张，贯彻党的决策部署，实现党的
意图。

杨戌标在座谈时表示，近年
来，宁波市政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政治统领更突出、服务大局
更有为。始终把政治定力作为定盘

星，着力强化方向引领；把思想认
识作为总开关，着力加强理论武
装；把履职服务作为落脚点，着力
凸显政协特色；把从严从实作为新
常态，着力夯实工作基础。在新时
代新起点上，宁波市政协要切实发
挥好党组织的核心领导、战斗堡垒
和先锋模范作用，在全面从严治党
上取得新成效新突破。

在甬期间，葛慧君还实地考察
了搬迁安置后的鄞州区泰安学校、
宁波明州环境能源有限公司、东部
新城垃圾中转站和鄞州区白鹤街道
丹顶鹤社区，了解环保问题整改和
生活垃圾分类处置等工作。葛慧君
强调，生态环境保护既是发展问
题，也是民生问题，更是政治问
题。宁波全市上下高度重视中央环
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建

立健全行之有效的推进机制，切实
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
题，处理了一批重大环境问题与重
点信访件，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今
后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加快整
改进度，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加强
全民参与，确保限时高质量整改到
位。各级政协要发挥特点优势，认
真履行职能，真诚开展督察，全力
服务助推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
改落实和垃圾分类处理工作落实，
充分发挥政协钉钉子抓落实的重要
一锤作用。

葛慧君还看望了在甬的部分省
政协委员。

省政协秘书长金长征，市领导
胡军、陈仲朝、林静国、张明华、
崔秀玲、陈为能、叶正波及张良
才、陈文祥参加相关活动。

葛慧君在我市调研工作时强调

不断提高政协党建工作质量和水平
全力助推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落实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北仑记
者站陈盛竹 通讯员罗凌浩） 春晓
干岙茅洋山石矿风景秀丽，与梅山
岛仅一水之隔。站在高处鸟瞰，蓝
色梅山湾风貌跃然眼前。“这是浙
江最大的凹陷式开采石矿，2008
年正式启动，开采深度最大达到
205 米，从山顶往下层层开采，形
成了一个‘深坑’。”昨天，梅山岛
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矿山项目负责人
杨守东告诉记者，“深坑”现被改
造成一个库容量 600万立方米的水
库，梅雨期已开始蓄水，预计 9月
可正式投用。

废弃矿山利用是全国性难题。
随着城市快速开发建设，石料大量
开采，给一座座青山带来“累累伤
痕”。北仑一直面临山多、可供土
地少，项目多、用地需求大的困
境。破解土地紧缺难题，北仑巧施
妙计，尝试“全生命周期”开发矿
山，做好矿产开发和土地利用两篇
文章，有效缓解土地供需瓶颈矛
盾。

何谓“全生命周期”？市国土
局北仑分局有关负责人解释，矿山
开发具有一定周期，一个中等规模
矿山，开采时间约五年。“在前期

做好规划选址，开发中做好监管，
后期则分类利用土地，合理布局项
目。整个周期国土部门都在介入，
实现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

干岙茅洋山石矿的开发利用，
便是政企共同谋划的结果。“一开
始 我 们 并 没 有 意 识 到 可 以 造 水
库。”杨守东说，一边开采一边复
绿，“深坑”越来越大，国土部门
就跟我们一起进行“头脑风暴”，
根据地形地势以及梅山岛用水紧缺
的现实，大家最终定下方案。矿山
改建水库，后期着重开发旅游观光
路线。未来，这里将成为梅山保税
港区的城市“海绵体”，也成为乡
村旅游的新亮点。

围绕城市建设、产业发展需
求，北仑根据矿地区位、地形、
地质等资源条件引进优质项目，
废弃矿地重获新生。春晓街道爬
山岗石矿，利用废弃矿山的独特

地势建成全球唯一的高山台地赛
车场，可容纳 1.4 万名观众。赛道
随山势起伏高度差 24 米，山坡看
台紧挨着赛道，竞技效果和观看
视线极好。宁波国际赛道运营方
有关负责人说：“赛道造价高昂，
要求地面无沉降，平整后的矿地
地质较硬，为我们节省了大笔建
设费用。”

“做活”土地文章，有效破解
土地困局。北仑当地通过统筹资源
开发、优化治理模式，走出一条资
源再生的新路。春晓街道杨家岭石
矿，“变身”宁波滨海国际合作学
校；戚家山街道长龙山岗石矿，通
过治理平整出 700亩矿地，部分出
让给企业建设环保基地。当前，该
区 已 开 采 形 成 矿 地 资 源 约 4100
亩，利用面积 2450 亩，土地出让
收益6.67亿元，持续为区域后续发
展储能蓄力。

北仑“全生命周期”开发矿山破解土地困局

废弃矿山“变身”金山银山

本报讯（记者梅子满） 昨晚，
三江口波光粼粼，倒映着 14 幢高
楼点亮的巨大“派”字；中山路阳
光广场上，一场充满温暖、力量和
梦想的“正阳光”晚会热烈上演
——260 万“派粉”与甬派共庆三
周岁生日。

三年前的 7 月 8 日，甬派客户
端正式上线。宁波日报、中国宁波
网、甬派客户端深度融合一体化运
行，形成党报做“深”、党网做

“广”、党端做“快”的三端优势互
补融合传播格局，这一创新之举走
在全国前列。

三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关
心支持下，甬派一路朝着梦想高
歌前行。而甬派的发展成就，也
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肯定。
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郑栅洁履
新宁波以来，在不同场合多次称
赞甬派“做得不错，创立三年已
经成为不少宁波市民首选的新闻
资讯平台”，并把甬派作为了解民
情、关注民生、推动工作的重要
渠道。今年以来，甬派“众筹新
闻”推出了数波力度空前的舆论
监督报道，每一次报道都受到了
郑栅洁书记的关注。甬派三周年
之际，郑栅洁书记又作出批示：

“政治敏感，行动迅速，方式灵
活，尤其是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方
面敢于担当、直面问题，值得充
分肯定！”

三年来，甬派按照“最权威的
政经新闻发布平台、最活跃的网络

问政互动场所、最实用的城市生活
智慧管家”目标，主打“新闻+服
务”，在全国首创手机上查看“台
风实时路径图”、干部党员 24小时

“随身学”……甬派的公信力、引
导力、传播力、影响力迅速提升。
目前，甬派客户端用户数已达 260
万，覆盖三分之一新老宁波人；日
活跃度保持在30%左右。

今年以来，甬派在全国率先推
出“众筹新闻”，每日万元重奖报

料人，极大地提高了市民的参与
度。

自觉承担起社会公益的使命。
甬派与善园公益基金，联合发起全
国首个基于移动客户端的公益众筹
项目；创新公益形式，承担宁波爱
心展厅的筹建和运营；提出公益新
主张，沿着中山路布设的“城市派
对”，让网红咖啡奶茶香飘宁波。

三年间，甬派在新媒体产业发
展上取得重大突破。2017年4月18

日，“甬派传媒”成功挂牌新三
板，成为宁波市首家上市国有文化
企业、浙江新媒体第一股、国内首
个主打移动端概念的上市公司。

2017年9月、10月，派声、派
联两家公司相继成立，甬派传媒的
羽翼逐渐丰满。目前，宁波日报报
业集团正在市委市政府的关心支持
下，积极推进甬派传媒转板筹备工
作，力争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挂
牌主板市场。

上线三周年，“派粉”已达260万

温暖力量梦想 甬派初心不改

本报讯（记者易鹤） 昨天上午，市
政府督查推进“围挡”和老小区环境整
治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裘东耀在督
查时强调，民生无小事，必须始终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按照

“城乡争优”三年攻坚行动要求，突出
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实效导向，立说
立行抓整治，全力以赴抢建设，不断提
高城市建设品质和老百姓幸福指数。

裘东耀首先来到宁波国家高新区红
星美凯龙南侧地块。该地块已基本平
整，“围挡”整饬一新，印上了精美的
山水画。裘东耀详细询问地块下一步打
算，强调要高效利用土地，快批快拆快
供快建，从根本上解决“围而不建、建
而不快”问题。在鄞州区宁波城建档案
馆迁建工程工地和海曙区火车南站北侧
星悦城项目工地，裘东耀仔细了解“围
挡”整治和项目建设情况，强调“围
挡”要实用、整洁、美观、节能、环
保，要求施工单位一刻不松抓安全抓质
量，文明施工、规范管理。裘东耀还深
入华光城小区，实地检查生活垃圾分
类、环境绿化美化、车辆乱停放治理等
工作。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裘东耀听
取了全市“围挡”和老小区环境整治工
作汇报。他强调，推进“围挡”和老小
区环境整治，是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新
期待、深化文明城市创建、加快“名城
名都”建设的题中之义，必须一以贯
之、一抓到底。各级政府及部门要拿出
坚持不懈的韧劲，发扬钉钉子的精神，
强力强势抓好整治。要提高站位主动
干，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以
更主动的姿态、更精准的措施抓整治。
要提振精神加油干，认真总结经验，聚
焦问题短板，增强攻坚克难勇气，善始
善终、善作善成。要创新机制务实干，
革新理念，创新方法，加强整体设计，
完善领导领办、长效管理、监督检查机
制，提高整治工作成效。要倾听民意精
细干，顺民意、汇民智，坚持因地制
宜、“一区一策”，拿出“绣花”功夫抓
好整治。要统筹协调合力干，注重宣传
引导，推行挂图作战，形成市区联动、部门协同、各方配合、群众支持
的良好格局，共建共享美丽家园和美丽宁波。

张良才参加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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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黄合 通讯员
奉组轩）“为官不为”“履职不
力”，将一样被免职处分！最近，
奉化区干部“红黑榜”制度实施
满一周年，除了提拔了一批敢于
担当、实绩明显的“红榜”干部
外，39 名履职不力、作风不正的
干部被列入“黑榜”，其中 14 名

“黑榜”干部被组织提醒，3名被
诫勉谈话，7名被直接免职。

一名区直机关副局长，平时
工作主动性、积极性较差，习惯
当“二传手”，部门协调配合不
力，单位干部职工反映较大，被
列入“黑榜”，调整到乡镇一般领
导岗位；某街道党政领导班子成
员，为人娇气，主动担责意识较
弱，处事不够务实，与基层党员
群众存在隔阂，作风“浮”的情
况突出，被纳入“黑榜”，调整为
乡镇普通副镇级干部……

翻开“黑榜”干部的处置清
单，记者发现这些干部“被调
整”的原因大多不是因为违规违
纪，而是在重大决策推进不快、
服务保障不优、难题破解不力、
执行规矩不严等方面，存在着这
样或者那样虽然够不上违规违纪

但又让干部群众反感的问题。
“一开始也有质疑声，毕竟有

的干部安逸的小日子过惯了，一
下子‘紧’起来，感觉很难受。
不过，奉化要跨越发展，要抓住
撤市设区的机遇期，必须靠人去
顺势应势，必须通过细化的制度
倒逼，充分发挥每一名干部的主
观能动性，凝聚起‘六争攻坚’
的精气神。”奉化区委组织部负责
人说。

奉化区还专门出台干部竞速
履责负面清单，聚焦党员干部中
存在的“慢、惰、浮、散、乱”
五大类问题，划出 60 条明确的

“底线”和“红线”进行积分管
理，为“红黑榜”制度提供客观
依据——扣分2至4分，对该干部
予以组织提醒；扣分5至9分，予
以诫勉谈话；扣分 10分以上，将
其调离现职岗位、改任非领导职
务、免职、降职。

以实干论英雄，好作风带来
发展新状态。2017 年，奉化的

“双底线”考核绿灯率达 88.2%，
在去年年度全市主要经济指标双
底线管理考核中，该区综合排名
首次位居各区县 （市） 次席。

奉化“红黑榜”实施一年39人上“黑榜”

7名干部履职不力
被直接免职

十佳“派粉”上台领奖。 （龚一鸣 廖惠兰 摄）

宁波演艺市场良性发展尚待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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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城今天出梅 高温紧随而来
“玛莉亚”11日白天或在浙闽沿海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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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泰使馆确认

41名中国公民在翻船事故中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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