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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董小芳）中秋、国
庆双节临近，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和实施细则精神，严明党
的纪律，强化警示教育作用，昨日，
市纪委对近期查处的 11 起“四风”
问题典型案例进行通报。

宁波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原党工
委委员、副主任周坚巍违规接受管
理服务对象宴请问题。2018 年 6 月
12日、8月14日晚，宁波国家高新区
管委会原党工委委员、副主任周坚
巍先后两次接受辖区内管理企业邀
请，在宁波高新区、鄞州区饭店用
餐。8月14日餐后，周坚巍还接受邀
请，前往市内某 KTV 唱歌。上述餐
费及 KTV 娱乐消费，共计 8224 元，
均由企业支付。2018年8月，周坚巍
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应由本人
支付的用餐及娱乐费用已收缴。

海曙区横街镇环卫站原站长胡
国万、工作人员张铁红接受管理服
务对象安排的旅游等问题。2016 年
上半年至2017年5月，胡国万、张铁
红先后 3次接受管理服务对象的邀
请参加旅游，人均花费 2500 元，均
由企业承担。此外，胡国万还存在违
规组织公款宴请、公款购买香烟、私
车公养等问题。2018年7月，胡国万
受到留党察看两年处分，免去站长
职务，违纪所得予以上缴；张铁红受
到党内警告处分。

江北区慈城镇环卫部门负责
人、城乡建设管理局第二党支部书
记孙建宏违规收受礼品等问题。

2012年至 2018年，孙建宏多次收受
管理服务对象赠送的可能影响公正
执行公务的礼品。2012 年和 2015
年，孙建宏还两次违规接受管理服
务对象安排的宴请及娱乐活动。
2018 年 5 月，孙建宏受到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违纪所得予以收缴。

镇海区澥浦镇保洁服务中心党
支部书记郑育明、财务人员金贤萍
违规发放津补贴等问题。2015 年 2
月至 10月，郑育明先后三次指派金
贤萍使用工会经费购买超市购物
卡，共计 22700元，用于发放职工福
利。郑育明还存在违反规定自定薪
酬、违反财经纪律等问题；金贤萍还
存在超标准领取工会兼职财务人员
补贴问题。2018 年 5 月，郑育明、金
贤萍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北仑区霞浦街道河东村党支部
书记、股份经济合作社董事长胡振宏
大办婚丧喜庆问题。2016年下半年和
2018年初，胡振宏在为父母操办丧礼
期间，收受管理服务对象赠送的礼
金，合计4600元；2018年3月，胡振宏
在为女儿操办婚礼期间，再次收受管
理服务对象赠送的礼金，合计14200
元。胡振宏还存在其他违纪问题。
2018年6月，胡振宏受到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违纪所得予以上缴。

鄞州区首南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钟公庙社区教学点负责人童坚辉违
规公款吃喝问题 。2015 年 2 月至
2017 年 5 月，童坚辉通过虚增老师
授课费用、套取培训费的方式私设

小 金 库 ，至 案 发 前 共 支 出 现 金
261409 元。其中，32440 元主要用于
日常招待餐费支出及购买香烟水果
等。2018年8月，童坚辉受到开除党
籍处分。

奉化区锦屏街道居敬社区党委
书记竺江违规国内公款旅游问题。
2017 年 5 月 16 日，竺江带领社区工
作人员和居民小组长等赴杭州参观
学习，途中赴参观点附近的三潭印
月景点旅游，景点门票费用从社区
集体资金中支出。2018年3月，竺江
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余姚市三七市镇菜市场场长陈
海明等 3 人违规发放津补贴问题。
2016年至 2017年期间，陈海明利用
担任三七市镇菜市场场长、党支部
书记职务之便，伙同副场长陈均来、
工作人员洪世杰，违反镇财务制度
规定，私自截留该菜市场部分摊位
费、卫生保洁费、水电差额费等，用
于向该菜市场 9名正式员工发放津
贴、补贴等福利共计 175636 元。其
中，陈海明分得 22000元，陈均来分
得 21000 元，洪世杰分得 21000 元。
2018 年 5 月，陈海明受到撤销党内
职务处分，陈均来、洪世杰分别受到
党内警告处分，违纪所得予以收缴。

慈溪市白沙路街道白沙路村党
总支书记、股份经济合作社董事长
龚士波等 4人违规公款国内旅游问
题。2016 年 3 月 24 日至 26 日，经白
沙路村三套班子及全体股东代表大
会决定，村党总支书记龚士波带队

组织白沙路村党员代表和股东代表
共 54人，赴丽水考察学习村庄环境
建设和乡风文明建设。其间到遂昌
金矿国家矿山公园和千佛山景点游
玩，产生景点门票费用 6784 元，在
村集体资金中支出。2018年6月，村
党总支书记龚士波受到党内警告处
分；村班子其他成员徐泽清、凌云、
龚建冬分别受到通报批评处理，违
纪费用已退赔。

宁海县水利局干部陈岳宽、桥
头胡街道叶兴村党支部书记叶福春
违规出入高消费营业性娱乐场所并
接受有偿陪侍问题。2018 年 8 月 23
日晚，陈岳宽、叶福春受朋友邀请，
至宁海县某歌厅唱歌，并接受有偿
陪侍服务，造成不良影响。2018年 8
月，陈岳宽、叶福春分别受到党内警
告处分。

象山县丹东街道环保站站长孙
明月、丹东街道办事处公共事务综
合服务中心副主任林适违规出入高
消费营业性娱乐场所并接受有偿陪
侍问题。2018 年 8 月 23 日晚，孙明
月、林适接受象山县某营业性娱乐
会所后勤负责人邀请，至该会所参
与娱乐活动，并接受有偿陪侍服务，
造成不良影响。2018年8月，孙明月、
林适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市纪委要求全市各级党员干部
从中吸取教训，切实把自己摆进去，
加强党性修养，时刻牢记党纪党规
这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做到敬畏纪
律、严守纪律。

市纪委通报
11起“四风”问题典型案例

本报讯（记者张昊）中秋、国庆
两节将至，我市机关单位是否仍存
在“礼”尚往来等违规现象？根据市
纪委、市监委的统一安排，市直机关
工委昨日对 20 个市直部门机关进
行了明察暗访。

此次检查，市直机关工委抽调了
20名市直机关作风效能督查员，分5
个专项督查组来到市直部门机关检
查，实地察看了办公场所、文印室、储
藏室、地下车库、门卫室等公共场所，
看是否有收受节礼情况。查阅了当月

财务账目，看有无违规发放津补贴、
超标准购买和发放节日福利。查阅公
车使用管理登记情况，看有没有公车
私用和不按规定用车情况。

通过检查，各单位办公场所未
发现寄存、摆放的节礼。查阅账册，

津补贴发放都能严格按标准执行，
节日福利购买和发放没有使用行政
经费，全部按工会费使用规定执行。
公务用车查登记记录和行车线路是
否相符，总体情况良好。

但检查中也发现，在公车的使
用管理中，存在车辆派遣手续不完
善、登记要素不规范等问题，督查组
第一时间反馈当事人和单位，要求
改进。

市直机关工委开展两节专项督查

本报讯（记者张燕 通讯员储
鹏飞） 昨天上午，市客管局发布消
息，宁波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优惠
换乘系统已完成测试，将于明天起
正式上线实施。今后，市民无论是
先乘坐地铁还是先乘坐公交车，从
首次刷卡开始计算，刷卡后的 90
分钟为一个出行周期，可享受一次

换乘优惠。
实施轨道公交优惠换乘政策是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行动中服
务增效的举措之一。通过换乘优
惠，将适度降低市民乘坐公共交通
出行的成本，引导更多市民绿色出
行，减少环境污染排放、缓解城市
交通拥堵。

轨道交通和常规公交优惠换
乘，到底如何收费？以市民首次刷
卡 （轨道交通以进站刷卡为准） 时
间起算，90 分钟 （含） 换乘优惠
范围内的公交车、轨道线路，享受
1次换乘优惠。

需要说明的是，公交 1小时优
惠换乘仍然实行，但不与轨道交通
和公交车的优惠同时享受。也就是
说，乘公交车刷卡的乘客，如果在
1小时内享受了免费换乘第二辆公
交车，将不再享受 90 分钟免费换
乘轨道交通的优惠；反之亦然。

据了解，此次优惠换乘的对象
包括使用甬城通、市民卡、交通部
一卡通 IC 卡 （宁波市民卡公司制
发） 乘客，投币支付、扫码支付等
支付方式没有换乘优惠。轨道交通
和公交车换乘时，按规定收取两者
享受票价间差额。如市民张女士先

坐公交车，再换乘地铁到文化广
场，她需要先公交刷卡 1.2 元 （原
票价 2元，享受 0.6折），再坐地铁
刷卡 1.9 元（原票价 2 元，享受 0.95
折），原来行程总花费3.1元；现在
轨道公交优惠换乘政策实施后，张
女士在支付完公交的 1.2 元后，只
需另付 0.7 元的差价就可换坐地铁
了，全程比原来少花费1.2元。

目前，宁波换乘优惠范围包括
轨道交通1号线、2号线一期和除奉
化公交外的全市近 500条线路。记
者了解到，目前全市每天约有 3万
人次在公交车和轨道交通间换乘。

明起宁波地铁公交90分钟里优惠换乘
本报讯（记者张昊） 经过大

众评审员和市民巡访员连续 7天
不间断的暗访，第三届品质社区
30强日前评选产生。

30 强社区分别是：海曙区
的清风社区、安丰社区、文昌社
区、明馨社区；江北区的繁景社
区、外滩社区；镇海区的南一社
区、同心湖社区、胜利路社区；
北仑区的玉兰社区、长山社区；
鄞州区的东海花园社区、戎家社
区、东城社区、和丰社区、日丽
社区、城兴社区；奉化区的金钟
社区、阳光社区；余姚市的酱园
街社区、四明社区、胜山社区；

慈溪市的曙光社区、舒苑社区、古
塘社区；宁海县的银河社区、兴海
社区；象山县的丹桂社区；高新区
的新晖社区；大榭的金海岸社区。

为了体现品质社区推荐评议活
动的公平、公正、公开，本届活动
设立社区观察团，由 6名大众评审
员和 6名市民巡访员实地走访社区
评分，用双脚“丈量”社区的文明。

下周，本届品质社区推荐评议
活动进入“30 进 20”环节，将在
宁波日报、中国宁波网、甬派客户
端、宁波发布、宁波文明网及其微
信公众号推出投票页面，敬请市民
持续关注。

第三届宁波市品质社区30强产生

本报讯 （通讯员陆璟璟） 9
月 12 日至 18 日，市政协组织港
澳委员和港澳台侨事务顾问到东
北大学学习培训，并赴沈阳、西
安考察经济发展情况。这是市政
协第五次组织港澳委员和港澳台
侨事务顾问开展学习考察活动，
参加活动的港澳委员和港澳台侨
事务顾问共37人。

在东北大学培训期间，辽宁
省委党校副校长佟玉华教授、辽
宁社科院副院长梁启东研究员、
辽宁省团校副校长常家树教授、

辽宁大学张锐智教授分别就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建设与政治协商、宏观
经济形势分析、国家安全形势分
析、维护宪法权威推进依宪治国等
专题作了精彩的演讲。

在沈阳期间，港澳委员和港澳
台侨事务顾问参观考察了中国工业
博物馆、二战盟军战俘营遗址陈列
馆、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等地；在
西安期间，参观考察了西安博物院、
西安国际港务区、中西部鹿港金融
小镇、中欧班列运营中心、铁路集
装箱中心和爱菊粮油工业集团等。

市政协组织港澳委员等
赴沈阳西安学习考察

本报讯（记者王佳 通讯员
王志勇） 昨日下午，宁波市职工
网络安全知识竞赛总决赛在鄞州
举行。决赛分为必答、抢答等环
节，围绕“个人信息保护”主
题，根据国家和省相关法律法规
进行命题。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激
烈角逐，8名选手分获金奖、银
奖和铜奖。

在“2018 年国家网络安全宣
传周”到来之际，市总工会举办了
宁波市职工网络安全知识竞赛活
动，整个活动分为线上与线下，线
上竞赛放在“甬工惠”，吸引了
7690 名职工参与。昨日进行的线
下总决赛，选手皆是线上竞赛中获
得满分的佼佼者，来自物流、国际
贸易、织造等行业的一线职工。

市职工网络安全知识竞赛举行

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员
王岑） 昨天上午，我市公安机关在
鄞州瞻岐镇滨海工业区一特种钢公
司集中销毁一批枪爆物品，包括火
药枪、涉案枪支、仿真枪、气枪等
各 类 枪 支 1130 余 支 ， 各 类 刀 具
6260 把。随后，公安机关又召开
新闻通报会，介绍我市打击整治枪
爆违法犯罪工作情况。

今年 2月，我市按照上级的统
一部署，组织开展全市专项打击整
治行动，建立了由市公安局牵头，
市委宣传部 （市网信办）、市综治
办、市人民检察院、市中级人民法
院、市经信委、市国安局、市司法
局等 24 个部门参加的打击整治枪
爆违法犯罪市级联席会议制度，负
责统筹组织推进此次专项行动。

作为打击整治的主力军，我市
各级公安机关紧紧围绕“缉枪”

“治爆”“净网”三项重点工作深入
开展。截至目前，我市已立案查处
涉枪案件58起、涉爆案件6起，打

击处理涉枪爆案件违法犯罪嫌疑人
84 名，对 54 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
事强制措施，打掉犯罪团伙 2 个，
捣毁窝点 1处，抓获枪爆犯罪逃犯
2名。

此次专项行动，我市共缴获涉
案 火 药 枪 16 支 ， 收 缴 各 类 仿 真
枪、气枪 518支，收缴了一批违规
使用的炸药、雷管等危险物品。此
外，全市公安机关还积极排查涉危
单位 532 家，发现各类安全隐患
473 处，已全部整改完成；还收缴
非法烟花爆竹 15500件、查处无证
无照经营单位9家。

我市公安机关集中销毁一批枪爆物品
今年已立案查处涉枪案件58起、涉爆案件6起

昨天，2018“技能宁波”交流
展示活动在宁波国际会展中心举
行，来自我市各行业的技能高手在
此一展绝活。图为现场应急救护技
能展示。 （丁安 摄）

“技能宁波”
交流展示

扫黑除恶

本报东京电（记者王岚） 受
国际友好城市日本长冈京市邀
请，副市长李关定近日率宁波商
贸代表团赴日参观考察优秀制造
业企业，缔结友好学校，参加友
好城市缔结35周年庆。

昨晚，宁波与日本长冈京市
结好 35 周年庆活动举行。长冈
京市友好交流协会副会长、宁波
委员会委员长木下义次成为我市
外资招商大使。

在日期间，宁波商贸代表团
首先来到世界 500强企业村田制
作所。村田制作所是综合电子元

器件制造商，其产品广泛应用于智
能终端产品，代表团邀请企业到
宁波考察，促进双方在技术方面
进行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在日本知名中小型企业工进泵浦
公司，代表团一行参观了企业的
精密制造车间。该企业早已为宁
波人熟知。早在 2003 年就在宁波
保税区设立工进利天泵宁波有限公
司，多次在我市遭遇灾害时伸出援
手。

当天下午，宁波市效实中学与
京都府立乙训高中学校结为友好学
校。

宁波长冈京
结好35周年庆在日本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