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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 日 星期六8 天气：今天阴有雨，部分山区有雨夹雪或雪；偏北风3—4级；3℃—5℃
明天阴有雨，部分山区有雨夹雪或雪；偏北风3级

今日市区空气质量预测：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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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朱宇 徐展新）
昨日上午，市委召开政党协商会，
就“最多跑一次”改革开展专题协
商。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郑栅洁
在会上强调，“最多跑一次”改革
是一场政府自我革命，是向全社会
作出的庄严承诺，各级各部门要认
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
市政府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强化

“把麻烦留给自己、把方便带给群
众”的意识，纵深推进“最多跑一
次”改革，尽快实现“跑一次是底
线、一次不用跑是常态、跑多次是
例外”的改革目标，让群众和企业
得到更多实惠。

王建康、张明华、吴国平、陈

为能、王丽萍、叶正波、郭强、石
兰、赵建平等民主党派、工商联和
无党派人士代表先后发言，并就加
快数据共享、推动审批标准化规范
化、加大事中事后监管、提升通关
便利化水平、完善诚信体系建设、
提升窗口服务水平、推广应用电子
签名等提出意见建议。郑栅洁边听
边记，逐一回应，逐一向参会部门
部署任务。郑栅洁说，大家直面我
市“最多跑一次”改革的热点、难
点问题，花了时间、做了调研、动
了脑筋，提出了许多有价值、有见
地的意见建议。相关职能部门要认
真研究，充分吸纳，把“最多跑一
次”改革不断引向深入。也希望各

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继
续关心支持改革，围绕“做什么”
到“怎么做”不断深化调研，加强
民主监督，积极建言献策，当好深
化改革的“智囊团”。

郑栅洁强调，“最多跑一次”
改革是具有牵头性、撬动性意义的
重大改革任务，是落实以人民为中
心发展思想的具体实践。改革越是
深入，面临的难度和阻力就越大，
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也越多。纵深推
进“最多跑一次”改革，重点要在
四个方面进行攻坚突破。一要优化
审批流程，提高服务效率。精简办
事环节，推动流程再造，加大信息
公开力度，切实做到“材料少、环

节少、速度快、质量高”，让企业
和群众少跑腿、得实惠。二要清除
数据壁垒，推动联网联办。明确牵
头部门，列出任务清单，压实工作
责任，加快系统整合，完善政务数
据共享交换体系，真正让数据跑起
来。三要创新服务模式，激发市场活
力。积极采用新技术、新办法和新流
程，使之产生撬动作用，引发聚变效
应，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和政务环境。
四要加强过程监管，促进职能转变。
坚持“宽进严管”，强化事中事后监
管，特别是要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更好发挥其在“最多跑一次”改
革中的基础性作用。

胡军、施惠芳、陈仲朝参加会议。

郑栅洁在市委政党协商会上强调

纵深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
让群众和企业得到更多实惠

本报讯（记者吴向正） 昨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余红艺在镇海区
调研人大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认
真落实中央和省市委的决策部署，
高度重视、切实加强县乡人大工作
和建设，推动新时代基层人大工作
创新发展，再上新台阶。

余红艺听取了镇海区委、区人
大常委会关于加强基层人大工作和
建设情况的汇报以及意见建议。今

年以来，镇海区人大常委会紧紧围
绕中心依法行使职权，加快促进改
革发展，积极发挥代表作用，加强
人大自身建设，各项工作取得新的
进展。

余红艺对镇海区人大工作予以
充分肯定。她说，镇海区委高度重
视人大工作，区人大常委会在贯彻
落实党委决策部署上，工作站位
高、推进快。对调研中收集到的意
见建议，市人大常委会相关工作机
构要认真梳理汇总，吸纳到常委会

明年工作安排中去。
余红艺就加强全市县乡人大

工作和建设提出要求。一要紧紧
依靠党的领导，保证人大工作始
终与党委同频共振，自觉把人大
各项工作紧紧扣在贯彻落实党中
央和省市委重大决策部署上来，
在 “ 三 个 紧 紧 扣 在 ” 上 体 现 担
当、展现作为。二要积极发挥好
职能作用，全市各级人大要“盯
住 法 、 管 好 钱 、 用 好 图 （规
划） ”，积极参与地方立法，加强

人大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充分
发挥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
三要持续加强自身建设。认真贯
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委关于加强县
乡人大工作和建设的意见，推动
乡镇 （街道） 人大机构设置和专
职工作人员配备。四要充分发挥
代表主体作用。县乡人大要积极
谋划，加快代表联络站标准化建
设，探索推行代表向选区和选举
单位述职以及代表履职情况记录
激 励 等 做 法 ， 推 动 代 表 更 好 履
职、更实履职。五要深化市县乡
三级人大联动互动。市县两级人
大工作要联动开展立法意见征集
和执法检查，凝聚起人大工作更
大合力。

余红艺还实地考察了镇海炼化
和中金石化等企业。

余红艺在镇海调研人大工作时强调

切实加强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

本报讯 （海 曙 记 者 站续大
治 记者陈朝霞 通讯员孙勇）
连日来窗外寒风细雨，家住海曙
区望春街道五江口社区五江湾小
区的独居老人王大娥心里却暖洋
洋的。正当她和其他 12位老人为
原先提供助老用餐服务的大食堂
即将退出发愁时，清风社区主动
联系广安养怡院“接了班”……
鼓励社区“抱团化”解难，是望
春街道社区自治中的创新。杭州
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定东认
为，此举打破了社区地域藩篱、
解决群众难事更加迅速，具有推
广价值。

随着居民对社区管理服务要
求的不断升级，单个社区的管理
团队、公益团队、志愿者数量、
社会资源辐射面等综合资源显得
捉襟见肘。如何破题？望春街道
经过探索，今年初将辖区 14个商
品房社区、农改居社区、拆迁安
置和保障房社区划分为“春风”

“春雨”“春天”三个“社区群”，
要求大家群内加强互助，群与群
之间注重交流、提升，不到一年
就及时解决了 320 余个群众关注

的热点、难点问题。
前不久，家住徐家漕社区的

王师傅好不容易给身患残疾的孩
子找到了工作，可孩子却因适应
不了身边都是健康人的环境离职
了。了解到这个信息后，“春天
群”的社工不仅排摸出群内 4 个
社区的 16 名适龄工作的残疾青
年，还联系到一家爱心企业让大
家“集体就业”。

不仅解决难题，“社区群”
还搭建起社工互相学习提升的
平台。“春天群”信谊社区社工
李素萍入职才 4 个月，当她正为
民生微工程解决路径理不清头
绪时，“春风群”的社会工作师
阎旭霞、邬思嘉闻讯后主动帮
助出谋划策，最终老年人防范
网络诈骗的选题得到社区群众
好评。

“社区管理水平高了，服务质
量好了，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的积
极性就会高起来。”望春街道党工
委负责人说，今年各社区之间举
行便民惠民联姻活动 35场，新增
社区志愿者 800 余人，共建共治
共享氛围日渐浓厚。

望春街道“社区群”一年解决
320余个群众关注的问题

海曙试水
“抱团化”社区管理

本报讯 （通讯员叶跃 记者
龚哲明）“我会全心融入北仑、奉
献北仑，把忠诚作为第一品德，
把实干作为第一担当，把惠民作
为第一宗旨，把团结作为第一要
求，把廉洁作为第一操守”“全心
全意支持政协履行职能”。十年
间，北仑区每有重要人事安排
时，区政协便会举行常委会议，
对人事安排事宜进行协商，并听
取提名人选的表态发言。

人民政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制度安排，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早
在 2008年，北仑区委出台 《中共
宁波市北仑区委关于加强人民政
协工作的实施意见》，支持区政协
就重要人事安排进行政治协商。
从那年起，对区重要人事安排进
行协商，成了北仑区政协持续十
年的一项“传统”，也是我省基层
政协组织的一个创举，曾获得全
省政协系统十大创新案例。

北仑区政协针对协商在决策
之前提出的“三在前、三在先”
的工作机制，总体思路就是建议

“有关重要人事安排、重大建设项
目及事关人民群众生活的重要问
题先经过政治协商后再决定”。这
一提议得到了区委的高度重视和
大力支持，通过正式文件形式明

确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并
确定区政府、区政协领导班子成
员和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
主要领导成员的建议人选应当作
为协商内容，而且这种政治协商
贯彻日常人事调整全过程。据介
绍，仅 2017 年九届区政协以来，
北仑区政协常委会已对 5 名市管
干部的人事安排进行了专题协商。

如今，北仑区政协正在探索
协商更加主动、更加规范的人事
协商新做法。据了解，在重要人
事协商前，北仑区政协通过组织
部门至少提前 5 天向协商对象进
行书面告知，同时与协商对象提
前沟通协调，告知其协商依据、
意义及具体流程。协商对象在区
政协常委会上作表态发言后，常
委会组成人员会认真协商，并对
协商对象提出意见建议，还可以
当场向提名人选询问，增进了
解。会后，常委会将协商结果第
一时间报送区委。

“人事协商工作的推进，离不
开区委的高度重视。在充分高效
的沟通中，提名人选能够在任职
前拥有一次实实在在的政协协商
体验，常委们也对人选形成了初
步一致的意见，这将为今后双方
的工作沟通交流打下良好基础。”
北仑区政协负责人表示。

做精协商民主这篇“大文章”

北仑区政协
探索重要人事协商工作

▲昨天傍晚5时许，余姚四明山镇下起了入冬后的第一场雪。

本报讯 （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虞南）“真的下雪了！”昨天傍
晚时分，地处四明山区的海曙章
水镇杖锡村飘起了雪花。没过多
久，村里房前屋后便染上了一层
淡淡的白色。大雪节气，雨雪如
约而至，非常应景。昨天，四明
山区迎来入冬后首场降雪。

昨天，市区最高气温 6.2℃，
最低气温 4.6℃，甬城“一夜入
冬”。本周末甬城继续“冰冻”天
气，最高气温仅个位数。

根 据 预 报 ， 今 明 两 天 阴 有
雨，今天夜里到明天早晨部分山
区有雨夹雪或雪，高海拔山区有

积雪。周末我市最高气温 5℃至
8℃，山区最低气温-2℃至 2℃，
平原地区最低气温 3℃至 5℃；10
日到 11日阴雨天气持续，气温小
幅回升；12日到14日多云天气为
主，最低气温 0℃至 2℃，最高气
温重回10℃之上。

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冷空气
强度强，降温幅度大，沿海风力
较强，局部山区可能出现道路结
冰，公众需注意出行安全，并做
好防寒保暖工作。另外，大风降
温天气对设施农业有不利影响，
需做好设施农业的防风加固、保
温工作。

四明山区迎来入冬后首场雪
周末甬城最低气温跌破冰点

▼天色渐暗，四明山镇梨洲村的屋檐和车上，已经积起了一层薄薄
的雪。 （王永春 何峰 摄）

宁波推出至萧山机场直达班线

鄞州区首试小微花境扮靓街区

四部委联合打击虚开骗税
违法犯罪行动获重大成果

中国外交部表示

加拿大和美国均没有提供
华为首席财务官违法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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