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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丹桂飘香。在全国上下喜迎建国六十九周年
之际，9月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暨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
现场交流活动走进宁波。

昨天，中国好人如群星璀璨汇聚甬城，人们在榜样的
故事里铭记爱与善的力量，感受文明宁波的新时代气象。

记者 张 昊

道德光芒在红毯上闪耀

岁月沉淀，铸就甬城文明，道
德沃土，传承好人精神。宁波自古
以来就是一座爱心之城、文明之
城。从“老其老，慈其幼，长其
孤，问其病”，到南宋时的“义
郡”美誉；从近代义商和慈善组织
机构的涌现，到现代道德楷模、最
美人物、身边好人的层出不穷……
爱心宁波的精神世世传承，崇德尚
善基因代代延续。

如今，全市有各级各类“身边
好人”12万人，其中全国道德模范
及提名奖 9 人，省级道德模范 15
人、市级道德模范 97 人、中国好
人 76例、浙江好人 183例、宁波好
人 613 例。正是他们以仁爱之心行
大义之举，构建“爱心宁波、尚德
甬城”的道德高地。

为了向这些道德模范和身边好
人致以最高的敬意，昨天的活动特
别举行了红毯仪式，邀请了我市45
位道德模范、身边好人代表。他们
身披荣誉绶带，缓缓走过红色拱
门，走在红地毯上。

在他们的身上，闪光的是高尚
的品行；引领的是一座城市的文明
风尚。在红地毯上，他们如同明星
一般闪耀，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偶
像，接受着人们的崇高敬意。礼遇
道德模范就是礼敬我们的社会，就
是善待我们的生活。

随后，道德模范、身边好人代
表在签名墙留念，他们撒下一颗颗
向善向上的种子，传播一片片文明
的力量。

“千里之外的我的爱”

“千里之外的我的爱，有没有让
你舒怀。愿我的心意祝福中远去，拥
抱着你风里雨里温暖在一起……”

胡朝霞和周秀芳两位“中国好人”，
她们跨越千山万水，不忘初心，给那
些大山里的孩子带去温暖和希望。

“看到这些孩子自信地走出家
门，第一次坐大巴，第一次坐飞
机，我非常欣慰。”胡朝霞昨天在
现场接受访谈时说。今年 7月，身
穿黑色绣边的服饰，胸前飘着红领
巾，15名来自贵州的小学生走出宁
波机场到达大厅。从贵州省台江县
的方召乡，飞到东海之滨的宁波，
他们前来参加“朝霞妈妈带我看宁
波——宁波·贵州两地青少年夏令
营活动”，实现了第一次走出大山
的梦想。胡朝霞说，希望开阔孩子
的视野，帮助他们更好地学习，将
来建设自己的家乡。

她说：“习近平同志强调，扶贫
先扶志，扶贫必扶智。因此，我们在
帮扶贫困山区孩子的时候，不仅要
在经济物质上给予资助，更要注重
从精神上给予引导和鼓励，绝不能
让贫困家庭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为了让山区的孩子能够有书
读、有学上，周秀芳这位可能是中
国年龄最大的支教老师，却依然以
一颗忘我付出的赤子心奔走在大山
中的支教路上。大屏幕上映出周秀
芳帮扶过的孩子们纯真的笑脸，大
声呼喊着对周秀芳热情的思念：

“周奶奶，你送的电子手表我已经
戴上了。”“我会努力学习，以后当
一名医生。”“周奶奶，你什么时候
回来，我们想你了……”

“总有一种深情叫坚守”

“家国好，人长久，关山远，
春风酬，理想化作长歌走，可还有
不解的忧愁。总有一种深情叫坚
守，守候青春无悔的追求。生命如
火，目光如炬，默默照亮大地的深
厚……”以叶中央一家五代人为代
表的“宁波守塔人”一直与大海相
伴，长期驻守在远离人烟、没有网
络信号的海岛，默默地值守，无私

地奉献。在一个多世纪里，他的祖
父叶来荣、父亲叶阿岳、儿子叶静
虎、孙子叶超群，都登上岛山点亮
光明，指引万千船舶航行，守护一
方水域平安，刻写灯塔世家的“百
年孤独”。

昨天的活动现场，叶静虎的妻
子读了给丈夫的一封信。信中回忆
了生活中的点滴：“你常年在孤岛上
工作，我们只能借助补给船传递书
信。新婚刚过十天，你就回到了白节
山灯塔，几个月才能相聚一次。儿子
出生了，也因为岛上人员紧张，回来
没几天就又丢下我们上班去了，我
只能暗自流泪。儿子长大了，我怎么
也没想到唯一的儿子又被你爸鼓动
去了七里屿灯塔上班。难道你不知
道灯塔工工作的艰辛吗？不知道灯
塔工很难找对象吗？”

然而，这一切都化作了对丈夫
事业的理解、支持和默默的付出。

“静虎，我想对你说，嫁给你是我这
辈子最正确的选择！再过一礼拜儿
子就要结婚了。我想对我的儿媳说：
灯塔工虽然很少顾家，但是最牵挂
的永远是心中的她。请相信我，你也
会和我一样，成为最幸福的女人！”

“美好的日子，既是今
天更是明天”

“做好人，得心安。有幸福生
活在同日同年，慷慨人生，快乐奉
献。美好的日子，既是今天更是明
天……”9 月上榜的“中国好人”、
余姚市梁弄镇横坎头村党委书记张
志灿 15 年来把习近平总书记牵挂
的贫困落后村变成了总书记点赞的

全国文明村，带给乡亲“最美好的
日子”。如今余姚梁弄的这片红色
土地上，正舒卷开乡村振兴的美丽
图景。

主持人问他：“我听说很多村
民称呼您‘蚂蟥书记’，这是怎么
回事？”

2005年起，张志灿着手挖掘村
里的红色旅游资源，根据红色旅游
规划，浙东抗日根据地旧址群要重
新进行修缮。当时旧址群区域还住
着 27 户人家，村民搬迁成了当时
的难题。张志灿挨家挨户上门开
导，掰着手指为村民算了笔账——

“你这老房子这么小，村里给你们
盖的新房比你这大多了。等红色旅
游发展起来了，村里的土特产不愁
卖，也可以开农家乐、办民宿，还
怕日子不好过吗？”张志灿数十次

的登门开导，终于解开了村民的心
结，8 个月后，这些村民全部迁移
到安置小区。

张志灿笑着说，为基层百姓做
实事，就要盯牢目标不放松，碰到
困难不动摇，一次两次办不好，就
几十次跑，大家称我为“蚂蟥书
记”，说的就是一件事盯到底的实
干劲头。

“我们一定再接再厉，苦干实
干，努力打造全国革命老区乡村振
兴样板村，到时候再向总书记报告
好消息！”张志灿说。

德润甬城，爱满金秋

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活动现场。 （市文明办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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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俞永均 通讯
员张可佳） 记者从昨日举行的全
市基层反走私综合治理现场会上
获悉，今年前 8 个月，我市走私
刑 事 立 案 107 起 ， 同 比 增 长
23% ， 涉 税 额 3.86 亿 元 ， 增 长
30%；行政立案 1366 起，同比增
长 22%，其中查办案值超千万元
行政大要案13起。

据了解，当前我市走私活动出
现一些新的特点：通关渠道走私和

非设关地走私活动频发；一些不法
分子利用行邮、快件等渠道，伪报、
夹带走私，出现化整为零、“蚂蚁搬
家式”走私趋向；少数不法分子采
用假冒或盗用身份数据，虚构个人
交易，通过跨境电商等新兴贸易业
态走私；走私标的物既包括成品
油、木炭等传统的重点涉税商品和
资源性产品，还出现了白糖、活牛
等涉及民生的新标的物，还有废
布、废橡胶等“洋垃圾”。

今年宁波走私刑事立案逾百起

本报讯（记者王岚 通讯员朱
琼） 记者从市城管园林部获悉，城
区已启动国庆花卉布置工作，其中
中山路沿线有11个花卉布展点位。

这 11个点位的花卉布展，主题
鲜明、造型各异。重要点位以造型菊
为主要植物素材展现金秋菊韵。如时
代广场和宁东路河清路口的摆花，分
别以《普天同庆》和《花开盛世》为主
题，营造浓郁的节庆氛围……

其他区域也同步开展花卉布置
工作。海曙区将在天一广场 6号门、
火车站南北广场、府桥街地铁站口

（解放南路府桥街站）、中山广场（永
丰路解放路路口）摆花。鄞州区将在
鄞州公园北门、明州里广场（宁南路
与四明路西南角）、世纪大道与宁穿
路西南角、福明路与姚隘路东南角
等点位摆花；江北区将在大闸南路、
槐树路、人民路、通途路、永丰路绿
地、机场路保国寺出口等处增添草
花 4000余盆；奉化区将在中山路桥
头与体育馆门口开展草花布置。

左图：昨天，鼓楼广场街头，
园林绿化工人正在布置鲜花花坛。

（周建平 摄）

万紫千红迎国庆 甬城街头摆花忙

为确保个人所得税改
革过渡期政策落实到位，
近日北仑区税务局开设了
个人所得税改革政策咨询
专窗，快速回应纳税人关
切的热点问题，帮助纳税
人运用好过渡期政策。图
为税务人员为前来咨询的
纳税人，举例讲解 10月 1
日起新个税法率先实施内
容。
（董娜 虞先飞 摄）

解说新个税法

【紧接第1版①】 与此同时，千万美元以上
项目实际外资占比稳步提高。1 月至 8 月，
全市 1000 万美元以上外商投资到位项目 47
个，实际利用外资 16.14 亿美元，占全市总
数的 55.6%。大项目主要集中在有机化学、
商业地产、批发零售和集成电路等行业。

随着一系列招大引强举措的实施，我市
利用外资结构进一步优化。前8个月，全市
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 19.83 亿美元，占比由
去年的 45.5%提升至 68.3%。其中，批发和
零售业实际使用外资5.41亿美元，同比增长
9.7%；科学技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和金融
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 2.9 倍、1.9 倍和
1.6倍。

今年以来，我市并购投资增长迅速。1
月至8月，全市新批外资并购项目24个，投
资总额 6.82 亿美元，合同外资 3.36 亿美元，
投资总额和合同外资同比分别增长3.06倍和
2.15倍。并购领域主要集中在汽车零部件及
配件制造、电子零售等行业。其中，并购额
最大的项目为宁波均胜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
司，投资总额3.06亿美元。

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市将力争
延续当前利用外资的良好势头，促进利用外
资目标任务实现全年红。

【紧接第 1版③】 全市进出口总额达 192.34 亿美
元，其中出口 129.84 亿美元。出口企业赚取的外
汇，为宁波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关键零部件和生
产设备提供了保障。

计划单列后，宁波引进了数百亿元资金投入基
础设施建设，北仑港二期、北仑电厂、宝甬特钢、埃索
中化、协和石化、杭甬高速等一批大项目开建。城市
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的显著改善，为我市大规模引
进各类资本打下了基础。美国陶氏化学、日本伊藤
忠、德国麦德龙等世界500强企业纷纷落户宁波，到
2017年底，全市实际利用外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

一个个优质项目的引进，为宁波赶超国内先进
城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加之财政收入留
成比例的大幅提高，“宁波号”经济列车高速运行有
了充足的财力保障。财政和国税部门的数据显示，
2017 年，全市地方公共财政收入突破 1200 亿元，国
税收入超过 1600 亿元。改革开放以来，宁波栎社国
际机场二期和三期、宁波轨道交通等总投资上百亿
甚至千亿元的超大型项目陆续开工或建成。

从“第一方队”到“双城记”

最近 15 年，我国计划单列市数量出现逐步减
少的趋势。1993年7月，中央印发《关于党政机构
改革的方案》，除深圳、重庆、大连、青岛、宁

波、厦门这6个非省会城市仍保留计划单列外，其
余省会城市不再实行计划单列。四年后，重庆升格
为直辖市。至此，全国计划单列市由14个减少到5
个，并维持至今。

“改革开放40年来，计划单列一度成为宁波经
济腾飞的最重要引擎之一，奠定了宁波在全国沿海
开放城市和同等规模城市中的领先地位。”一位长
期研究宁波发展的权威专家表示。

今天的宁波，正站在一个全新的历史起点上。
横向比较，无论是衡量城市经济规模的 GDP、工
业总产值、进出口总额等指标，还是体现发展质量
的税收收入、居民收入、储蓄存款等指标，宁波均
排名居前。

新起点决定新方位。2015 年底召开的市委十
二届十次全会，明确了我市“十三五”时期发展的
主要目标，即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跻身全国
大城市第一方队。

针对计划单列市与省会城市的关系问题，基于
全国发展大局和浙江历史方位的研判，宁波有了新
的行动坐标——

2016年 G20杭州峰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勉励
宁波与杭州错位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唱好“双城记”。

秉承“诚信、务实、开放、创新”的城市精神，宁波
已锚定前进方向：争取早日跻身全国大城市第一方
队，成为浙江“一体两翼”发展布局中的坚强一翼。

【上接第1版②】
接到该问题的反映后，鉴于问题卡在“权责不清”上，小分队迅

速协调江北和镇海的相关街道和职能部门，到违法建筑现场进行“三
方会审”。

按照规定，国道两侧 20米属于国道管辖范围。经过测量，该违
法建筑五分之四在国道公路范围内。而国道建成后，江北区相关职能
部门和镇海区相关职能部门有约定，明确国道范围内由镇海区负责，
有关补助也一并划归镇海区相关职能部门。因此，该问题应由镇海区
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处理。

权属落实好了，这个市民来电反映的问题，很快得到了妥善解决。
这是市12345政务服务热线中心日常工作的一个缩影。为了能为

市民提供更优质高效的服务，工作人员不断“强身健体”，努力做到
在市民来电咨询时能直接给予准确答复，提升市民对“最多跑一次”
改革的获得感。

今年 3月，市 12345中心组织开展“百日攻坚”行动，邀请市市场监
管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交通委、市公安局等十余个部门选派20名
业务骨干，分四期对12345中心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并组织工作人
员先后到市行政服务中心窗口轮岗培训。据统计，目前市12345中心前
台直接答复率达到 82.57%，同比上升 10.23 个百分点，初步实现“让数
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群众满意度达到98.21%。

“12345，一头连着党委政府，一头系着人民群众，在服务上争
效，是需求更是责任。”市 12345 中心副主任马良说，目前中心正大
力推出“六提一创”服务争效主题活动，致力于提升 15秒人工接通
率、直接答复率、转交办速度、办理质量、社会知晓度、内部管理效
率等，提升服务效能，真正做到“一呼即应、一心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