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讣 告
我父离休干部阮悟九同志，因病于 2018 年 10 月 8

日 7时 43分不幸逝世，享年 87岁。遵照先父生前嘱托

丧事从简，转告生前亲朋好友。

家属泣告

遗失购房发票一张，编号：
00384617，开票日期 2016 年 12
月 23日，金额为：473905元，声
明作废。

陈兰青
遗失公司财务章1枚，声明

作废。

宁波志成丰和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遗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车险商业险保单，
单证号：1710156812，声明作
废。

唐菊花
遗失宁波龙嘉房地产发展

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
票 一 份 ，发 票 代 码 ：
3302161350，发 票 编 号 ：
02724999，金 额 ：2633090.00
元，声明作废。

张继东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号码：
P330693629，声明作废。

景心怡
遗失赫伯罗特船务(中国)

有限公司海运提单 1 份，单号

HLCUNG11807BCLJ4，船 名

SANVICENTE，航次 830W，目

的 港 BUENOSAIRES,AR-

GENTINA，声明作废。

宁波金海晨光化学股份有

限公司

遗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机动车辆商业保险

单壹份，车牌：浙B2G655，保单

号 ：805112018330261001338，

声明作废。 何建峰
遗失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

一份，证件号：甬仑公消验建字
[2009]第 0078 号，声明作废。宁
波景星凤凰餐饮有限公司

遗失电焊工作证，证号：

T433125197111116717，声明作

废。 吴光文

遗失浙江金融学院国际贸
易实务专业毕业证书，编号：
128701201606000711，声 明 作
废。

邵飞娜
遗失由泛亚班拿国际货运

代理（中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
司签发的 PANTAINER Ex-
press Line一式三份正本提单，
快递单号为 402992733744，提
单 号 为 NGB581026，船 名 ：
CMA CGM BOUGAIN-
VILLE，航次 OFL1NW1，声明
作废。

宁波市君锋申通快递有限
公司

遗失 1 本建筑施工特种作
业 操 作 资 格 证 （ 浙
B0422015000018）—建筑施工
升降机司机，声明作废。

任雪平

遗失由中远船公司出具的

海 运 提 单 一 套 ，提 单 号 为 ：

COSU6184210720，目 的 港 ：

NAPLES， ITALY，船 名 航

次 ： COSCO SHIPPING

LIBRA/001W，声明作废。

义乌市聚贤进出口有限公司

遗失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

院学士学位证书，证书编号：

1302242012001180 ，声 明 作

废。

严凯

遗失食品流通许可证副
本 ， 号 码 ：
SP3302111450050473，声 明 作
废。宁波市镇海区蛟川小胡纯
粮烧酒店

遗失法人章一枚，法人：阮

品定，声明作废。慈溪市三口品

豆制品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经股东决定，本公司决定

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并

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手

续，特此公告。

宁波市和鼎置业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本

公司将注册资本由5000万元减

至2500万元，并按有关规定办

理减资手续，特此公告。

宁波雄晟进出口有限公司

接待处接待处：：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901901号号 电话电话：：8768219387682193
时间时间：：周一至周五周一至周五 上午上午９９0000——11110000 下午下午14140000——17170000

微信号微信号NBRBXXGCNBRBXXGC

永寿发行站 永寿街8号 87103796 丽园发行站 薛家南路88弄20号 88185893
民安发行站 民安路248号 87373235 宋诏桥发行站 宋诏桥路83号-4 87842289
春晓发行站 育兴街27号 87929465 高新发行站 海棠路94号 87912229
江北发行站 生宝路70号 87676005 洪塘发行站 洪塘中路22号 87591475
鄞东发行站 四明中路93号 88117061 鄞西发行站 鄞县大道西段834号 88254798

下列日报下列日报发行部发行部均可受理均可受理

公告启事

遗失启事

关于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宁波中心支公司江北营销服务部变更营业场所的公告
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保监局备案通过，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宁波中心支公司江北营销服务部营业场所变更为宁波市江北区

大闸南路500号024幢9-4至9-6室、6-2至6-6室，根据《保险许可证管理办法》（保监会令【2017】 1号）的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宁波中心支公司江北营销
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83330205001
机构住所：宁波市江北区大闸南路500号 024幢 9-4至 9-6室、6-2至

6-6室
成立日期：2017年2月16日
颁发许可证日期：2018年9月30日

许可证流水号：0092872
机构负责人：欧敬华
联系电话：87687368
邮政编码：315020
业务范围：一、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二、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

费、投保单等单证；三、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和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
四、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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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明朗

“胡闹”，一个很不中听的词，
意即行为没有道理、无理取闹。可
是，几年前，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
家左小蕾就曾警告：“有些地方政
府一些胡闹的债务，不能最后都让
中央政府来兜底。”她举例，2009
年个别地方政府债务与财力比最高
达 364%。没成想，直到当下，这
种“胡闹”仍然存在。据《人民日
报》9月22日报道，国务院扶贫办
就违反约束机制、搞形象工程等问
题，约谈 8 个县 （市） 主要负责
人，责令认真整改。其中，湖南汝
城县格外引人注目，该县违反贫困
县约束机制，长期大规模举债搞政
绩工程，2017年底负债率为336%！

发展地方经济，应该主要依靠
自身财力。适当负债有利于经济发
展，但前提是“适当”。负债率过
高，就意味着寅吃卯粮，对未来的
过度透支，也暗藏着巨大的金融风
险。因为，政府债务到时候是要偿
还的。一些地方不顾实际偿债能力
大肆举债，底气何来？

一是把希望寄托在上级或中央
政府。有人早就想好“赖账”的办
法，一旦债务快速扩张出现财政困
难，便寄希望于中央政府通过财政

拨款或转移支付等方式给予支援。
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地方政
府落下饥荒，却想让中央政府买
单，这不是胡闹么？

二是把宝押在“卖地财政”。
部分地方政府认为出让土地可以
为偿债提供“坚实保障”。然而，
土地是稀缺资源，不可再生，只
会越卖越少，“子孙饭”总有吃光
的那一天。而且，地价与当地经
济发展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一些地方房地产泡沫相当严重，
若房地产泡沫破裂，面粉不会贵
过 面 包 ， 土 地 收 益 也 会 随 之 下
降。再说，今后土地市场会越收
越紧，房地产市场调控也不会放
松，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土地财
政”，这不是胡闹么？

三是打算牺牲民生福利。一些
地方不是靠经济的增长来平衡赤
字，而是通过举借新债来实现。这
就像把大厦建立在沙滩上，泡沫总
有一天会破灭。在债台高筑的情况
下，一些地方的应对策略是，设法
让高度垄断的水、电、气等资源价
格上涨，或者加大征税与收费，又
或者为确保土地收益炒高房价……
这些做法同改革的方向背道而驰，
必然损害民众的切身利益，这不是
胡闹么？

前些年，随着欧美诸国主权债
务危机爆发，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引
起国际国内有识之士的关注，也理
所当然令中央“揪心”。然而，国
内一些官员甚至权威人士，至今对
此不以为然，认为地方政府性债务
风险“总体可控”，无须“谈债色
变”，颇有些理直气壮的意味。果
真如此？美国底特律的兴衰史也许
能给人们一些教训。

底特律曾是世界闻名的汽车
城，美国三大汽车巨头通用、福特
和克莱斯勒的总部至今仍设在那
里。然而，这座曾经创造许多经济
奇迹的城市，今天却经济崩溃、百
业萧疏。三大汽车公司在同日本、
欧洲厂商的较量中节节败退，房地
产不景气，民众消费减少，经济前
景令人绝望；民生凋敝，市民不仅
得不到公共安全、照明、交通运输
等应得的服务，还得购买政府的公
债，31%以上的居民挣扎在贫困线
下；治安恶化，盗窃、抢劫、枪击
案件频繁发生，位居“犯罪之都”
前三位，被 《福布斯》 杂志评为
2012 年美国“最悲惨城市”。底特
律何以沦落至此？原因是多方面
的，但长期巨额债务是它最终坍塌
的主因。2005 年，该市财政赤字
达 1.55 亿美元，此后逐年攀升，

2012 年高达 3 亿美元，而且还有
149 亿美元的长期债务。巨额债务
压力下，底特律市政府只得饮鸩止
渴，陷入借钱还债、赤字窟窿越堵
越大的恶性循环，终使城市变成

“废都”。面对底特律这块矗立在远
方的巨大警示牌，地方官员应该树
立正确的政绩观，彻底摒弃不健
康、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避免为
官一任“造负一方”。

日前，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
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公布，
其中要求“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
责”，目的是进一步倒逼各级党
委、政府和部门单位牢固树立绩效
意识、责任意识，端正决策者“当
家理财”的政绩观，增强使命感、
责任感。各级各地应该以此为契
机，建立科学的考核体系，将债务
率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重要指
标，抛弃土地财政策略，建立官员
离任债务审计制度，对那些通过高
额举债建造“海市蜃楼”的官员实
行一票否决。

地方政府寅吃卯粮必须制止

裘立华 冯 源

如果要对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
置评，恐怕许多经济学家会给出一
致回答——复杂多变。的确，美国
政府挑起经贸摩擦，单边主义、保
护主义抬头，全球化进程面临长期
挑战；国内经济转型升级正处在不
进则退的关键时期。这样的情势
下，对中国经济的走势，有疑惑、
有忧虑，甚至有人发出唱衰的声
音。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看看今年国庆长假持续火爆的
旅游消费市场，就能得出不同结
论。“十一”黄金周期间，全国共
接待国内游客7.26亿人次，同比增
长 9.43% ； 实 现 国 内 旅 游 收 入
5990.8 亿元，同比增长 9.04%。这
一火热现象，一方面体现了消费的
巨大潜力与信心；另一方面也启示
我们，只要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激
发 13 亿多中国人的创造力，满足
人民群众的需求，就能以“稳中有
进”应对“稳中有变”，实现我国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从总体指标看，我国宏观经济

总体平稳，而从部分指标看，外部
环境仍有变数。今年上半年，国内
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6.8%，这一增
速连续 12 个季度稳定运行在 6.7%
至 6.9%的中高速区间，调查失业
率连续保持在低位。9月份制造业
PMI 为 50.8%，显示制造业总体延
续扩张态势。这是大局和主流。但
同月的新出口订单指数和进口指数
有所回落，以及投资下滑等问题也
不容忽视。因此，看待当前经济形
势，需要全面观察，辩证分析，认
清主流，把准大势。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1日召开
会议认为，上半年经济保持了总体
平稳、稳中向好态势，同时指出，
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面临一些
新问题新挑战，外部环境发生明显
变化。而在会议的六点要求中，第
一点就是，要求保持经济平稳健康
发展，要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
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
作。这“六个稳”的要求稳字当
头，备受关注，既基于稳中向好的
经济态势，也是对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的进一步坚持。

就当前的经济形势而言，我们
稳得住，也有信心稳住。这不是口
号，也不是空谈。40 年改革开放
打下的家底，日趋完备的产业体
系，13 亿多人口的消费市场，成
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
机的经验……如同一系列正着、先
手、妙手在纹枰上构建出好棋形，

“稳得住”有压舱石，“有信心”更
有定盘星。

“每临大事有静气”，无论是个
人还是家庭，是企业还是地区，一市
一省乃至一个国家，面对纷繁复杂
的局面，只有定下神、静下心、沉住
气，才能想办法、找出路、谋对策。

“善弈者谋势，不善弈者谋
子。”当前中国经济犹如围棋博弈
到中盘，棋局要有好形，更要有厚
势。我们要集中精力贯彻新发展理
念，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以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打好三
大攻坚战，加快改革开放步伐。
稳，不是停在原地不动，否则就是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也不是重
走老路，从而陷入路径依赖，而是
要抓住主要矛盾，积极主动作为，

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在战术上更要
重视问题，采取针对性强的措施，
精准施策，形成政策合力，保持经
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纷繁世事多元应，击鼓催征
稳驭舟。”当前，我国经济正由高
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
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同时，
外部环境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宏观
政策分化、国际竞争性减税、贸易保
护主义等引发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增
加。我们更要在“稳得住”上出实招，
在改革发展上鼓实劲，凝聚起坚定
信心的共识，形成攻坚克难的合力，
确保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看经济——稳得住，有信心

易其洋

市物价局和市住建委日前联
合发布指导意见，对可享受各级
财政奖补资金的中心城区老旧住
宅小区物业服务收费确定最低标
准，即有电梯住房为每月每平方
米0.70元，无电梯住房为每月每
平方米0.60元 （据10月9日《宁
波日报》）。

如果用一句话对此作个评
价，或许可以说是：终于有了给
物业费“兜底”的政策。

物业服务公司是住宅小区的
“大管家”“服务员”。物业服务
公司为居民提供住宅小区内的保
洁、保安、保序、保绿等服务，
居民就应该向物业服务公司支付
费用。这就是“花钱买服务”，
天经地义。市场经济规律下，所
谓“一分钱一分货”，对居民来
说，物业收费不宜过高，但也并
非越低越好。

据了解，一些老旧小区，物
业服务费最低的每年 60 元/户，
相当于每月每平方米0.08元。不
少已经实施物业管理的住宅小
区，物业服务费为每月每平方米
0.25元。20年过去，这些老旧小
区“年高多病”，环境更是“破
败不堪”，维修和管理成本剧
增，特别是雇用物业服务人员的
费用年年见涨，物业收费标准却
从未提高。与不断增加的开支相
比 ， 物 业 收 费 早 已 “ 入 不 敷
出”，物业服务要么只能保障最
基本的保洁需求，要么只能靠小
区共有部位、共有设施设备的经
营收益以及财政补贴勉强维持。
这 造 成 一 种 可 怕 的 “ 恶 性 循
环”——物业收费低导致物业服
务不到位，物业服务不到位导致
居民不愿缴纳物业费。

物业服务收费该收多少，应该
是由物业服务成本和质量决定的。
物业服务成本增了，物业服务质量
高了，物业服务收费标准就应该相
应提高，至少，应该有个“最低标
准”，能够让物业公司“活”得下
去。这次，市里对物业服务企业的
成本监审数据分析后，出台政策，
让中心城区老旧小区物业收费有了

“最低标准”，物业可维持基本的收
支平衡，保证老旧小区维持基本的
服务。不然，像有些老旧小区那
样，物业服务收费标准低和居民物
业费缴纳率低的“双低”现象长期
存在，逼得物业服务公司不得不

“退出”。这对于居民来说，真不是
什么好事。而没有物业服务或物业
服务不到位的小区，环境和秩序确
实让人“不敢恭维”，居民住着不
舒心，也极大地影响了我们城市的
形象。

值得一提的是，市里这次出台
政策，还明确了老旧住宅小区应当
建立健全最低物业服务收费动态调
整机制：2019 年以后的具体收费
标准，可结合当地政府部门公布的
年度最低人工工资标准增长幅度，
按程序进行动态调整。新闻报道
过，一些老旧小区的物业收费标准
有过几次提高，但那是物业服务公
司和居民一次次“谈判”谈出来
的，劳心费力不说，也具有极大的
不确定性。有了动态调整机制，就
立下了规矩，以后照章办事，就方
便省事多了。

物业收费有了“最低标准”，
能动态调整了，并不能保证物业公
司的服务就能到位，居民物业费缴
纳率就能提高。这同样是亟须解决
的另一个“大问题”。可喜的是，
这个问题已经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且有了一个好的开头，相关各方应
该积极想办法解决。

物业服务费
确实需要“兜底”

续大治

“你看，别人家的小区。”最
近，这句话表达了许多人对海曙
区阳光丽园小区的羡慕。该小区
变成“网红”的原因很简单——
这里的居民以“众筹”方式，集
资装修楼道门厅、提升绿化，让
破旧的楼道门厅变身为各具特色
的“公共客厅”。

这种“众筹”方式，除了改
善小区环境，笔者认为还有三个

“好”。一是强了居民责任感。都
说 “ 小 区 是 我 家 ， 建 设 靠 大
家”，但一些居民不负责任地乱
丢垃圾、乱堆杂物，影响小区环
境，却又指责社区和物业服务跟
不上。去年底，宁波成为住建部
确立的全国 15 个老旧小区改造
试点城市之一，在环境整治这个
民生工程中，政府部门责无旁
贷，住户作为直接受益人，更应
树立第一责任人的意识。阳光丽
园小区的住户，用实际行动诠释
了责任感和“共治共建共享”小
区环境的理念。

二是浓了邻里情。社区生
活，最基层也最重要的关系就是
邻里关系。邻里关系融洽了，“大
家的事大家办”，才能构建新型邻

里关系和社区自治体系，为社会和
谐打下坚实基础。楼上楼下的邻居
姓什么、从事什么工作不知道，隔
壁单元的住户就更陌生了……楼高
了，邻里温情却少了，这成为城市
社区管理中无法回避的痛点。阳光
丽园小区的居民在装修“公共客
厅”的过程中，墙门里建了微信
群、开了讨论会，墙门间参观互
动、取长补短……邻里关系在频频
交流中变得亲密起来了。

三是热了公德心。讲究公共环
境，追求美好生活，是社会风尚的
重要内容。有了这份公德心，才会
有爱人之心、奉献之心，才会更关
注、热衷公益事业，乐于关心集
体、关心他人。有了这份公德心，
积极参与美好家园建设，就会像爱
护“小家”一样爱护墙门、小区这
个“大家”。如此一来，还有谁会
随手在小区里乱丢垃圾，谁会在公
共设施遭受破坏时视而不见……当
真心付出成为自觉、当公德理念深
入人心，提升小区环境就不再是难
事。

“众筹”之举好处多多，但不
能只是羡慕“别人家的小区”。面
对自家小区存在的问题，居民们只
要大胆创新，积极作为，就有可能
让环境更洁净，生活更舒畅。

“众筹”改善小区环境好处多

据新华社报道，日前，天津
市国土房管局、市公安局等部门
联合印发《市国土房管局等十一
部门关于开展打击侵害群众利益
违法违规行为整顿房地产市场秩
序专项行动的通知》，至今年底
在全市开展打击侵害群众利益违
法违规行为整顿房地产市场秩序
专项行动。重点对垄断房源、操
纵房价、捂盘惜售、恶意炒作、
提供“首付贷”或者采取“首付
分期”等形式进行严厉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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