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根据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与补偿条例》《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
条例》《宁波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 等
规定，本人民政府依法作出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
关于启运路拓宽改建及周边配套道路新建工程项目房
屋征收的决定》（海政发 〔2018〕 93号），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征收范围：东至环城西路，西至机场路。具
体门牌号：启运路128号、119号 （上述门牌地址范围
内国有土地上房屋；以上门牌均包括支号，个别门牌
如有遗漏，以规划红线为准）。征收房屋总建筑面积
约 1500 平方米 （其中 885 平方米为未经登记建筑），
征收总户数2户。

上述征收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
二、房屋征收部门为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房屋

征收办公室，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为宁波市海曙区段塘
街道房屋征收（拆迁）办公室。

三、签约期限为30日；搬迁期限自项目签约之日起
计算，为 90日。具体签约、搬迁期限的起止日期由房屋
征收部门另行公告。

被征收人对房屋征收决定不服的，可自征收决定
生效之日起 60 日内向宁波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或在征收决定生效之日起 6个月内向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启运路拓宽改建及周边配套道路新建工程项目房
屋征收补偿方案，见海曙区人民政府网站（http://xxgk.
haishu.gov.cn/）或者征收项目现场公告。

特此公告。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

2018年12月7日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关于启运路拓宽改建及
周边配套道路新建工程项目房屋征收决定的公告

（2018年11月）

2018年12月10日

检测项目

限值
《生活饮用水卫生
标准》

（GB5749-2006）

检测
结果

出厂水

管网水

总大肠菌群
（CFU/100ml）

不得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耐热大肠菌群
（CFU/100mL）

不得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菌落总数
(CFU/mL)

≤100

未检出

未检出

色度
铂钴色度单位

≤15

<5

<5

浑浊度
（NTU）

≤1

0.05

0.08

臭和味

无异臭、
异味

无

无

肉眼
可见物

无

无

无

耗氧量
(mg/L）

≤3

0.59

0.66

余氯
（mg/L）

出厂水≥0.30且≤4
管网水≥0.05

0.58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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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员
孙波 林炳潮） 记者昨日从市公安
局获悉，我市公安机关于日前出台
28 条具体措施，以“五零”齐驱
的姿态护航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11 月 20 日，市公安局召开会
议，结合公安机关职责任务，研究
深化服务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措
施。会议指出，要“五零”齐驱，护航
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做到履职“零懈

怠”、对侵企犯罪“零容忍”、推进民
企服务“零次跑”、实现与企业沟通

“零距离”、确保“吃拿卡要”“零发
生”。在此基础上，日前，我市公安机
关出台了28条具体措施。

记者经梳理发现，针对“做到
履职‘零懈怠’”方面的共有 3
条，分别是：高效处置民企报警求
助、高效办理民企意见建议、高效
查处民企反映问题。其中特别提

到，要认真听取并及时办理民企意
见建议，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
回音，一律在 7日内首次反馈；对
短时间内不能办结的，每半月反馈
1次办理进度。

8 条措施与“对侵企犯罪‘零
容忍’”有关。除了强调要继续深
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外，还针
对企业的电信网络诈骗、“甬商”
品牌保护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

在 “ 推 进 民 企 服 务 ‘ 零 次
跑’”与“实现与企业沟通‘零
距离’”中，具体措施有 15 条，
涉及民企外籍人才签证办理上门服
务，以及出国 （境） 证件急事急
办、外籍人士签证预审核服务等。

此外，市公安局还提出 2条措
施，要求各级公安机关加强队伍建
设 ， 确 保 “ 吃 拿 卡 要 ”“ 零 发
生”。

我市公安机关出台28条具体措施

“五零”齐驱 护航民营经济

记者 黄合

“我代表村里近 1200名父老乡
亲，感谢滕头村。”日前，在全国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滕头研讨会
现场，远道而来的河北省阜平县店
房村党支部书记刘淑军手里拿着从
家乡特意带来的“礼物”——一瓶
名为“店房山泉”的矿泉水。

店房村是一个典型的山区村，有
着革命老区的“红色基因”。但由于交
通不便等因素，这里的村集体经济年
收入几乎为零，13个自然村迟迟没有
通上公路，孩子们只能凌晨4时打着
手电筒走路去上学——在刘淑军的
印象中，令人心痛的不仅仅是贫困，还
有无法找到乡村振兴的可靠路径。

2017 年，滕头村成为店房村的

结对帮扶村。如何发挥这里的资源
禀赋，更精准地帮助乡村脱贫致富？
滕头村党委多次到店房村进行现场
调研，为这里的发展出谋划策。考虑
到山泉是店房村最大的特点之一，
滕头村投入 300万元为村里援建山
泉水厂，一方面解决了当地的就业
问题，一方面也为村里增收。

这一天，刘淑军专门将试生产
的样品带回了滕头村。这瓶口感甘洌
的矿泉水，预计在明年3月实现批量
生产，将为店房村增加集体经济年收

入50万元至60万元。“以后啊，村里
的山泉，真的就变成了致富的宝贝。”
刘淑军的脸上写满了欣喜。

不仅是“一瓶水”，通过村党
组织班子定期相互交流，滕头村全
域旅游的思路也在千里之外的店房
村生根发芽。明年 5月，新村建设
的 380 套 4 层楼的小洋房即将投入
使用，所有的周边绿化、园林规划
设计也由滕头村来打包负责，更美
的乡村才能吸引更多的游客。

党建为媒，引领乡村振兴路。眼

下的滕头正扛起全国样板村“先富
带后富、党建促发展”的社会责任，
先后在十多个省市的贫困地区建立
10万亩苗圃基地，强化结对经济薄
弱村“造血”功能。在吉林安图县，滕
头团队先后考察 6 个村，不仅帮扶
建设旅游度假区，而且把滕头村最
新的“金招牌”——灯光秀也“搬”了
过去。

“走好红色领航路，打好强村
富民牌，念好基层善治经，树好乡
村文明风。”正像研讨会发布的

“滕头宣言”所说的那样，党建
强，人心聚，乡村兴。

一瓶水背后的温暖故事

本报讯 （记者吴向正 通讯
员陈裘超） 根据年初鄞州区人代
会票决的民生实事项目“雪亮工
程”计划，应新建改建 4841个视
频监控，但区人大常委会在不久
前开展的动态监督中发现，实际
建设中却减少了 218 个。区人大
常委会指出，有关部门没有认真
完整履行职责，违背了票决制的
法定性，要求区政府及有关部门
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排摸，完
善规划，确保视频监控布点科
学、应建尽建。这是今年鄞州区
人大常委会开展民生实事项目全
程监督，确保民生实事项目“不
走样”“不变形”的一个事例。

民生实事项目票决制是我市
一项民主政治建设创新实践，实
现了政府民生实事项目从“为民
做主”向“由民做主”的转变，
目前该做法已在全省推广。“一项
成功的创新，如何才能走得更
远、更好，需要靠有力的监督护
航。”鄞州区人大常委会负责人
说，近年来，区人大常委会把强
化全程监督作为票决制工作的着
力点，在票决后的监督评估阶
段，构建起具有鄞州特色、规范
科学、创新高效的工作机制，着
力突出实效性，确保民生实事项
目能开花结果。

为推动区政府切实担负起主
体责任，抓好民生实事项目的实
施，鄞州区人大常委会建立了日
常报告制度、年中报告制度和年
度报告制度，让代表明明白白了

解项目进展情况；实施“1+1+
N”动态全程督察，针对每一个
项目都安排一名项目长、一个监
督组和若干个代表小组，年初督
察启动情况，年中督察实施情
况，年末督察完成情况；采用

“清单式监督+满意度测评”的监
督模式，确保项目落地生效。

通过视察、审议、满意度测
评等多种形式的监督，鄞州区人
大常委会出台了 《关于对 2018年
区民生实事项目实施情况的视察
意见》，对每个民生实事项目都提
出了实实在在的意见建议。比
如，关于小区二次供水改造项
目，区人大常委会认为，项目推
进过程中，主管部门、建设单位
与社区、物业之间的沟通联系不
够，影响项目进度，要求区城管
局、施工单位加强与街道、社
区、物业的沟通协调，建立定期
会商机制，确保工程顺利推进。
关于公厕建设改造项目，区人大
常委会提出，要及时解决公厕建
设中存在的土地无法审批、无法
取得相关产权证明以及选址难等
问题，在今后项目中要将公厕建
设列入市政、公园和房产等项目
整体规划布局，作为基本配套工
程，这样既有利于规划、选址，又方
便建造。关于农村公路改造提升项
目，区人大常委会指出，整体进度
滞后于年度计划，区交通运输局以
及沿线各镇村要进一步强化责
任、密切配合，抢抓工程进度，
确保年底前完成目标任务。

鄞州区人大常委会监督动真格

确保民生实事落实“不走样”

本报讯 原宁波市航运管理
所副所长、离休干部王勇同志

（原 行 政 18 级 ， 享 受 副 局 级 待
遇） 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8年 11
月 12 日在宁波市第二医院逝世，
享年90岁。

王勇同志籍贯山东莒县，1929
年 3 月 出 生 ，1944 年 6 月 入 伍 ，
1949年 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
年 6月至 1948年 1月，历任山东军
区通讯学校学员、情报处电台见习
报务员、天津情报电台报务员；

1948 年 1 月至 1950 年 11 月，历任
华东军政大学政治队学员、华野一
纵队政治部文化教员起义十六兵
团一二四师副指导员；1950 年 11
月至 1954 年 12 月，历任志愿军二
十军后勤部、政治部、教导大队、独
立通讯营、留守处青年干事、副指
导员、指导员、宣教助理；1954年12
月至1985年9月，历任宁波航运管
理处、轮船公司、航运管理站、航运
管理所人事股长、党总支副书记、
副站长、副所长；1985年9月离休。

王勇同志逝世

受较强冷空气影响，甬城
近日在持续降雨降温中入冬。
海曙白云公园内红枫迷人，为
寒冬增添了一抹亮色。

（周建平 摄）

“白云”深处
“枫”景迷人

高新区税务部门积极落实“企
业申报、税务征收、环保协同、信
息共享”的环保税征管模式，保障
环保税法及相关政策的顺利实施。
图为近日该局税务人员走进宁波永
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开展环保税
申报比对核查工作。

（董娜 薛伊文 摄）

环保税法
送上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