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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沈孙晖 徐 欣
江北记者站 张落雁

今年 7 月前，“脏乱无序”这
张标签贴在江北孔浦街道红梅新
村 4 号门区域已 10 多年。沿街商
铺跨门营业，无证摊贩常年“驻
扎”，原本五六米宽的小区道路被

“蚕食”得仅剩半米，居民怨声载
道……

在城管等部门“八颗公章”
联 合 执 法 ， 管 理 服 务 刚 柔 并 济
下，短短一个月，这个江北最大
的老小区已改头换面：地面整洁
干净，无证摊贩几近绝迹，商铺
均在划定的“红线”——屋檐内
经营。“大家规规矩矩做生意，还
少了无证小贩的竞争。”在整治中
因跨门营业被罚款的水果店老板
小刘心服口服。

民生问题解决了，群众人心凝
聚了！“现在卫生好了，出行方便
了，我们住得舒心多了！”该小区
20年老住户、78岁的张尧法说。

老百姓的民生小事就是政府
的头等大事！6月以来，江北区行
政执法立案查处近 2.8 万件，下发
整改 868 件，群众获得感进一步
增强。

民生小事如何发现？
网络化管理+干部下

沉打通“奇经八脉”

上午，绿梅新村网格长柴国明
到网格内的 9 幢居民楼探访民情。

“老柴，最近树上有很多虫子，有的
爬进家里了。”听到居民诉苦，柴国
明赶紧通过手机“E宁波”系统记录
上报。像这样的民生信息，柴国明每
月上报不少于25件。

和老柴一样，江北 704 位网格
长犹如 704 根“毛细血管”，每天将
全区 208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民生诉
求“传输”至区社会治理综合指挥中
心这颗“心脏”，从而与百姓心声同
频共振。

走进指挥中心，工作人员正在
电脑前忙碌处理各方上报的“民生
小事”。点开一则“江北世纪大道与
宁镇公路交叉口交通隔离桩倒伏”的
记录，记者看到，7月28日上午9时30
分登记立案，半小时后流转至公安
部门处理，31日问题解决结案。

“指挥中心平均每天受理 1000
件‘民生小事’，除基层网格长上报
外，还有来自 12345热线、智慧城管

以及网络舆情汇总的信息，通过中
心流转至相关职能部门办理并反
馈，力求第一时间为民解忧。”指挥
中心常务副主任孙祥军说。

民有所需，我有所为。为进一步
找准、办好民生小事，47 个区直机
关半数以上干部下沉一线，与 1500
名基层党员干部“进民户、访民情、
解民忧”，受访群众逾 11万户，搜集
各类民生问题与“短板”1300余个。

民生小事如何落实？
执法清单+八颗公章

打造“闭环”

“毁绿种菜，执法主体区行政执
法局；房屋分隔出租，执法主体公安
江北分局……”最近，一份《江北区
居民小区（村）易发违法事项执法清
单》发到了每个社区每位社工手上。

“以前居民来反映问题，我们经常不
知该找哪个部门处理。如今可以‘按
图索骥’联系对应部门，更快为居民
解难！”有了这份执法清单，红梅社
区党委书记宋红燕有了“底气”。

执法清单为基层干部“松绑”的
同时，更对以往民生小事“多部门能
管，谁都不愿管”的现象说“不”。江
北梳理出老小区长期以来易被忽
视、普遍存在、被视为执法难点的民
生问题，在全市率先编制出台执法
清单。目前，已列出 26 类 53 个易发
生在群众身边的违法事项，并列明
执法主体和法律法规条款。

分清职责，厘清执法边界，让对

应职能部门成了民生小事“首问责
任人”，接到群众民生诉求犹如接到

“军令”，许进不许退。但很多民生小
事牵扯面甚广，于是“八颗公章”联
合执法机制应势而立。

车库出租开店、住人，一直是
洪塘欣欣家园的“痛点”。8月2日
上午，街道联合区住建、行政执
法 、 市 场 监 管 等 部 门 协 作 “ 止
痛”，居民冯剑锋竖起大拇指点赞
……在“八颗公章”联合执法下，
江北相关职能部门力量下沉，与属
地联合调查、认定、执法，握指成
拳强化执法合力。

处理一起，不代表一劳永逸，顽
疾“复发”怎么办？作为民情处置第一

“大户”，江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
翁卫说：“我们通过‘回头看’，打造民
生小事处置的‘闭环’，力求标本兼
治，努力实现处理一起、规范一片。”

据悉，江北已设立 200 万元社
会治理重要信息专项奖励经费，鼓
励群众反映举报各类问题线索，力
促群防群治。

长效机制如何建立？
三色交办+全过程督

查使出落地落实“杀手锏”

“市整治办督查发现丽江西路
以东，机场高架以西，云津路以北空
地点位存在一系列围挡等问题，要
求两江办7月30日前完成整改。”江
北区两江办收到橙色交办单后，迅
速牵头相关部门，【下转A4版①】

做好民生小事这篇大文章
——江北区推进落地落实民生问题纪实

本报讯（记者黄合 通讯员
鄞组轩） 鄞州区管领导干部“竞
标选才”名单日前公布，1979
年出生、资历相对较浅的“竞标
人”张景献，凭借着多年在经济
部门的实绩和针对性更强的“标
书”脱颖而出，即将走马上任成
为鄞州区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

“老实说，有些意外，有些惊
喜，更有压力。”张景献说。

不唯学历，不唯资历，不唯
年龄。这一次，鄞州拿出“凭实
绩用干部”的标尺，首次面向全
区推出区管正职职位的“竞标选
才”。两个正职职位，一个是亟
待要素改革深化、产业发展提质
的重点工业集聚区管委会主任，
另一个是老旧城市更新和精细化
治理并重的核心区重点街道办事
处主任。

“较强的改革创新能力”“较

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善于
提出新思路新方法新举措”“善于
破解难题”……记者发现，在列出
的选拔资格条件中，想改革、敢改
革、会改革的“狮子型”干部成了

“香饽饽”。
同时，在选拔过程中，组织部

门除了考察道德品行，还重点对
“竞标人”的工作能力、担当意识
进行了考察：“标书”撰写，是否
能够解决“六争攻坚”重点任务、
重点难题，是否符合竞标职位的实
际情况？竞标答辩，是否能够紧扣

“六争攻坚”主题，聚焦民生实事
以及当前工作中的热点难点？

据悉，此次“竞标选才”有
170 多人报名，其中 122 人进入选
拔程序。最终，历经亮绩提名、现
场调研、竞标答辩、组织考察、综
合研判等环节，共有 2人入选正职
干部，3人入选副职干部。

鄞州首推
区管正职职位“竞标选才”

本报讯（记者王岚 象山记
者站陈光曙）“最近很多外来车
辆停放小区，小区是不是应该安
装车辆识别系统？”在象山文韵
苑小区日前举行的“居民说事”
会上，居民董涛提出的建议被业
委会采纳。

2002 年交付的文韵苑小区
堪称“袖珍”：3 幢 5 层居民楼，
共13个楼道，100余户居民。小
区虽小，但里面绿草如茵，路
上、楼道、墙壁干净整洁，不见
纸屑、涂鸦。这个居民亲如一家
人的小区因为“居民说事”，16
年来没有专业物业公司，管理却
井井有条。

因各种原因，文韵苑小区建
成时没有大门只有出入口，部分
围墙没建，物业用房只有一个小
门岗。“这样的小区，没有哪家
物业公司愿意接手，开发商在支
付了 40 多万元补偿款后甩手不
管了。”小区业委会副主任周雪
梅说，小区日常管理运转一下成
为摆在全体业主面前的大问题，

唯有共同管理、自我约束，小区才
能长治久安。

在社区大力支持下，业委会通
过“居民说事”会，激发广大业主主
人翁意识和自治意识，以赔偿款为
基础，用利息走上了小区自治之路。

业委会聘请了一对夫妻看管门
岗，打扫小区公共道路、绿化的卫
生，每年两次请人修剪绿化……退
休前做过出纳的周雪梅负责做好小
区每月开支账目，年底请从事会计
行业的居民审核后，在每个楼道张
贴公示，“每笔收支会定期在‘说
事会’上亮相，所有业主知道得清
清楚楚。”

“小区能有今天的局面，多亏
‘居民说事’，说出了居民齐心协
力，把小区当成共同的家，也为小
区节省了不少开支。”业委会主任
袁斌说，经常有居民自发帮忙打理
小区花草树木，楼道卫生谁有空谁
打扫，从没人计较。每逢节假日来
临，楼道长号召大家搞好楼道卫
生，居民一呼百应，拿着扫帚、拖
把一起出来打扫。【下转A4版②】

小区整洁人人有责
象山文韵苑小区“居民说事”
说出老小区新风貌

本报青海天峻电 （记者易
鹤） 8 月 5 日至 6 日，宁波市代
表团在青海省学习考察。青海省
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刘宁
会见了宁波市委副书记、市长裘
东耀一行。昨日中午，宁波市—
天峻县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举
行，两地在总结前阶段援建项目
落实情况基础上，商谈推进下阶
段对口支援工作。青海省委常
委、副省长严金海，省政府秘书
长张黄元，海西州委书记文国
栋，海西州委副书记、州长孟
海，宁波市政府秘书长张良才等
参加相关活动。

座谈会上，裘东耀首先转达
了浙江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
记郑栅洁的亲切问候。他说，一
路走、一路看，青海省、海西州
和天峻县的城乡新貌令人振奋。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指示
精神和浙江省委、省政府的决策
部署，牢牢把握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的要求，聚焦聚力项目建
设、惠民安民、人才培训、优势
互补，加大投入力度，拓展合作
广度，深入开展产业协作、要素
合作和人才双向交流，为天峻县

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宁波力量。希
望青海省、海西州、天峻县与宁波
在共同做好大保护的前提下，全面
深化各领域合作，携手融入和服务

“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建设，实
现互利共赢发展。

孟海对宁波市代表团一行来访
表示欢迎。他说，深入推进对口支
援工作，充分体现了宁波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政治
自觉和行动自觉，充分体现了宁波
对天峻县脱贫奔小康的高度重视和
关心支持，我们备受鼓舞、深受感
动。希望双方在巩固现有对口支援
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口支
援，拓展产业合作，推进智力援
青，共推对口支援和交流合作再上
新台阶。

在青期间，代表团一行还走访
慰问了贫困户，实地考察天峻县职
工活动中心、青海西旺实业有限公
司。裘东耀强调，对口支援工作要
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搭建更多有
效平台载体，助推受援地实现高质
量发展。裘东耀还看望了我市第三
批援青干部人才和在青甬商代表，
希望大家胸怀大局，牢记使命，用
实干为家乡争光，当好两地交流合
作的纽带。

宁波市代表团
赴青海学习考察
刘宁会见裘东耀
宁波与天峻举行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奉化记
者站严世君 通讯员董骥芰） 仅用
时一年，落户奉化滨海新区的众兴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就把规划蓝图
变成了生产实景图，并生产出航空
航天、核工业中的关键耐热材料
——碳化硅纤维。今年，来自国内
各顶级科研院所和高端装备企业的
订单纷至沓来。“最近准备再上 3
条生产线，把年产能从 10 吨级提
高到 40吨级。”公司负责人马忠烈
说。

科技争投，“奉”勇攀高！奉
化将创新作为引领倍速发展的第一
动力，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努
力提升科技创新对全区经济社会发
展的支撑引领作用。今年上半年，全
区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98.6 亿元，同
比增长 13.9%；高新技术产业增加
值 25.9 亿元，同比增长 17.8%，增速
位列全市之首；有效发明专利 670
件，同比增长18%，已完成宁波年度

考核指标的97.38%。
创新型领军企业龙头引领，科

技型中小企业坚守匠心，不断加大
研发投入，以一项项“高能科技”
换来创新发展的“春天”。自主研
发生产各类气动元件的亚德客自动
化工业有限公司近三年研发投入
1.37 亿 元 ， 占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的
3.5%，其中去年立项 15 个企业技
术开发项目，成果转化 10 个，入
选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培育企业名
单和省创新型领军企业培育库。据
统计，上半年全区 96 家高新技术
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68.48 亿元，
同比增长12.63%。

加大创新功能平台建设，紧盯
行业前沿，以集聚效应加强科技

“翘楚”项目的精准招引，为区域
创新实力注入“底气”。奉化在寸
土寸金的中心城区北部门户位置建
设创新综合体，打造高新技术产业
集群的“奉化硅谷”。目前，集聚

39 位高层次人才的宁波瑞凌节能
环保产业研究院、研发玄武岩纤维
新型复合材料的航鑫先进材料研究
院项目，已启动供地工作，双亲石
墨烯纳米材料研究院等多家研发创
新机构达成落户意愿。同时，该区
正 谋 划 打 造 “ 三 号 线 科 创 大 走
廊”，以轻轨为主轴，将宁南科创
中心、中交未来城、城区创新综合
体等平台串点成线，成为全区创新

“大动脉”。
此外，奉化完善科技金融服务

体系，加强创新政策供给，积极营
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良好生
态氛围。今年以来，累计帮助 7家
企 业 获 得 科 技 信 贷 支 持 1800 万
元，区创新基金加大力度建设不同
类别的产业投资基金和天使人才基
金，加强对初创型、科技型企业的
扶持。据悉，奉化上半年支出各类
科技扶持资金逾 9000 万元，创该
区同期历史之最。

上半年高新技术产业佳绩亮眼

“科技争投”为奉化经济注入强劲动能

日前，鄞州区首南街道
以辖区内商圈为单位，运用

“党建+商圈”模式，开展
“午间公益半小时”党员志
愿活动。通过公益服务，倡
导 “ 让 公 益 成 为 生 活 方
式”。图为党员志愿者规范
摆放共享单车。

（徐能 练丹妮 摄）

午间公益
半小时

拉高标杆扬长补短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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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号线一期

13个新建车站
主体结构全部封顶

杭州亚运会
会徽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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