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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按
新时代呼唤好党员。上月底，

我省推选出一批新时代“千名好支
书”和“万名好党员”，遍布村

（社区）、两新组织以及生产、经
营、科研、教学等基层一线。今天
起，本报开设“我身边的红色标
杆”栏目，引导各行业各领域党员
干部找准身边榜样、主动对标赶
超，营造全市上下“党建争强”的
良好氛围。

记者 黄合 通讯员 勇祖轩

【人物名片】
胡亚佩，1966 年出生，北仑

区新碶街道妇联主席、“百灵鸟公
益联合会”党委书记，刚刚获新时
代浙江省“万名好党员”。

【闪光事迹】
“一个人或者一个团队能做的

虽说不多，但是对于一个家庭的意
义却完全不一样。”一头干练的短
发，一脸亲切的笑容，胡亚佩有颗
柔软的心。

2012 年开始，胡亚佩在走访
了辖区困难学生家庭后，开始在自
己八小时本职工作之外，搭建团队
平台带动更多人做公益。帮困助
学、红娘牵线、绿色环保……爱心
就像滚雪球，好事越做越多，“百
灵鸟公益联合会”的名号也越来越
响亮。

2015 年，胡亚佩接到来自北
仑人民医院志愿者徐芳的求助电
话，说医院里有名病人得了尿毒
症，却在家里卖橘子，迟迟不肯来
医院做透析治疗。

这名橘农叫郑梅凤，家住春

晓，患病多年。那段时间持续阴雨
天气，加上比较寒冷，橘子面临滞
销的压力。虽说主治医生多次打来
电话，可老郑一心想着橘子，和老
伴天天骑着三轮车四处叫卖。

那个上午，胡亚佩就在自己的
微信朋友圈里发布信息，仅仅两个
小时，经过网友的转发和订购，老
郑 家 的 2500 公 斤 橘 子 被 抢 购 一
空。还有一些志愿者主动报名，有
车的负责运输，有力气的负责搬
运，利用空余时间帮忙装箱运送。

之后的每年，胡亚佩团队都会
和老郑取得联系，提供帮助。“这
件事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可
能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但对于当事者来说，意义重大。”
胡亚佩说。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对于这句话的含义，胡亚佩有着最
为真切的感受。其建立的“百灵鸟
公益联合会”已从过去的十几个家
庭发展到如今的 1000 多个家庭，
辐射整个北仑区，越来越多的人主
动加入了这一支爱心队伍。

不仅如此，“百灵鸟公益联合
会”逐渐变得更加项目化、专业

化，从一开始的环保登山、交通服
务、文明创建等基础性服务项目，
到如今更加关注单亲家庭、孤寡老
兵、大龄智障儿童等特殊群体，承
接一些政府购买服务和基金会项
目，将温暖的阳光洒向之前相对隐
蔽的角落。

“我现在过得很好，所以想把这
些钱留给最需要的老兵。”几个月
前，“百灵鸟公益联合会”收到了一
笔署名“普通党员”的 3000元，指明
要捐给“老兵大病救助基金”，为退
伍老兵尽一点微薄之力。

今年初，为了更好地做好老兵
优抚工作，“百灵鸟公益联合会”
牵头成立老兵大病救助基金，针对
北仑部分身患重病、收入微薄的老
兵大病治疗期间提供一定的救助。
目前基金已筹得22万余元，为3名
患重病的老兵分别送去 5000 元的
救助金。

【个人感悟】
“作为党员一定要体现先进

性，除了自己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还要发动身边的党员群众，一起释
放自己的能量，实现自身的价值。”

胡亚佩：守好八小时外“公益岗”

我身边的红色标杆

拉高标杆扬长补短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

昨日，慈溪市观海卫镇税务所
的税务干部来到该镇一家高新技术
民营企业，了解智能洁具生产经营
和产品出口销售状况。临近年终，
慈溪市税务局开展“大学习大调研
大走访”活动，选派业务骨干走镇
入民企，一对一精准对接纳税户，
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为明年民
营企业发展注入动力。

（胡建华 周益 摄）

税务年末勤上门

企业来年少跑路

本报讯（记者余建文 余姚记
者站谢敏军）“今年我新办了一个
小五金加工点，从‘道德银行’贷
来的 20 多万元，正好补流动资金
缺口，利息比民间借贷省一半。”
余姚临山镇邵家丘村村民陈建华
说。这几年，他家的“道德积分”
一直保持在 90 分以上，“道德银
行”给他的授信额度也从 10 万元
提高到了 30 万元，对发展生产帮
助很大。

2012 年，余姚市以邵家丘村

为试点，创新推出“道德银行”，
通过“道德”与“信贷”联姻，以
道德担保信贷，以信贷反哺道德，
让“好人得好报”，受到农户欢
迎。6 年间，“道德银行”已覆盖
余姚 225 个建制村，累计向 2 万余
农户发放贷款 15.11 亿元，成为支
持农民创业致富、倡导乡风文明的
重要载体和服务平台。“农户的不
良贷款率非常低，而且在道德积分
评定中，还帮银行收回了 2.7 万元
的历史遗留欠账。”余姚农村商业
银行孙继峰副行长说。

6 年来，邵家丘村恪守“道德
积分”每季一评制度。村党总支书
记黄宝康自豪地说，崇德向善已成
为每户村民的自觉行动，至今，村
民累计捐款 800多万元支持村里的

建设和公益活动。
在深入调研、总结成效的基础

上，日前，余姚市推出“道德银
行”2.0 升级版，实施三级联动，将

“道德银行”覆盖市所有乡镇（街道）
的村（社区）。“让无形道德建设变得
可显现、可触摸。”余姚市文明办相
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扩面提升，形成
以“道德银行”为平台、道德评议
为基础、好人评选为抓手、道德绿
卡为载体、道德激励为手段的新时
代道德建设工作新模式。

市级设总行、乡镇设支行、建
制村组建网点，余姚在全域铺开

“道德银行”建设，面向所有银行
推行“道德信贷”。同时，全市上
下广泛开展道德评议和身边好人评
选 活 动 ， 建 立 “ 市 — 乡 镇 （街

道） —建制村 （社区） ”三级好人
评选机制。每季度评选若干名村

（社区） 级好人，再从中甄选出镇
级、余姚市级好人。

去年，余姚新推出“道德绿
卡”，共向余姚市级以上好人发卡
200 余张。除了提供“道德信贷”
外，还能享受看电影、游景点等 8
大类 39 项目关爱帮扶礼遇服务。
该市文明办主任董朝晖说，下一步
要调动更多政府和社会资源，实行
多元化道德激励措施，提高“道德
绿卡”的“含金量”。市、镇、村
三级身边好人，分别获得不同星级
的“道德绿卡”，凭卡享受政治
上、物质上、精神上的关爱礼遇，

“让‘道德绿卡’成为好人的‘身
份证’”。

余姚“道德银行”2.0版全域覆盖
“道德银行”推出6年来，已向2万余农户发放贷款15.11亿元

记 者 王 佳
通讯员 卢荣俊 吕金阳

去年 9月，象山县新桥镇东溪
村入选首批省级传统村落，那一
刻，喜悦涌上村支书钱勇臻的心
头：“努力没有白费。”在他心中，
这为东溪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钱勇臻，喝着东溪水长大的东
溪人，18 岁离家参军报效祖国，
24 岁 搏 击 商 海 艰 苦 创 业 。 1994
年，事业刚刚稳定的他，拿出 5万

元资助村里修路。“心里一直惦记
着家乡，总想为家乡做点事儿。”
在外的 30 多年里，钱勇臻始终抱
着一颗赤子之心，身体力行支持家
乡发展：成立慈善冠名基金，为村
里老人发放慰问金，出资修建村桥
村路……

2017 年，身在上海、年过五
旬的钱勇臻，收到家乡父老一份沉
甸甸的邀请，此时的他早已在上海
站稳脚跟，但毅然放下自己的事
业，只身回村参选党支部书记。

“家乡人的这份盛情与信任，我不
能辜负。”上任后，钱勇臻便对村
里情况进行全面了解和梳理。

“‘耕读传家，慈孝福地’，
古村东溪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村
里至今留存了 10 多幢有故事的老

建筑。”对“家底”了然于胸的
他，心里渐渐有了一个明确的愿
景：文化兴村，叩开村庄发展的幸
福大门。

“入选省级传统村落，就是一
个契机。”钱勇臻说，他们将对村
庄进行系统规划，展开建筑修缮，
做好文脉传承，讲好东溪故事，以
吸引更多的人走进东溪，了解东
溪，感受并参与古村生活、古村建
设。

短短一年多，乡村旅游、文化
产业等在东溪村悄然兴起。环村
路，因为关系着东溪村能否搭上当
地影视文化产业发展的快车道，自
从动建以来，钱勇臻每天到施工现
场查看进度，今年上半年全线贯通
了。

从军、经商历练出的品格和眼
界，汇聚到村庄发展上，让钱勇臻
做到有的放矢。而 6 年的军旅生
涯，让他始终难忘战友情。

去年 8 月 1 日，钱勇臻牵头成
立了当地退伍军人志愿者服务队，

“退伍不褪色，大家互帮互助，也
服务社会”。得知 6 名退伍老兵身
体不好，志愿者服务队结伴慰问，
其间，修缮了 3户漏水屋顶，排除
了一家房屋隐患。现在，这支志愿
者服务队在镇里开展夜巡逻，还接
受了专业培训，义务为当地景区维
护秩序。

说起创业的过往和现在这份新
事业，钱勇臻带着质朴的微笑说：

“我始终心怀感恩，甘当人民的勤
务兵。”

钱勇臻：情系桑梓见赤诚

本报讯 （记者陈飞 通讯员
张丽华） 作为 2018年宁波市外商
投资企业服务月的一项重点活
动，昨日下午，市政府召开全市
侨资企业座谈会，就如何优化我
市营商环境、加快优质侨资集聚
等征求意见建议。

本次座谈会邀请了 11位全市
重点侨资企业代表参加。他们结
合企业自身发展，围绕如何优化
我市营商环境、发挥侨资在引资
引智引技方面的作用等提出意见
和建议，并反映了企业当前遇到
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市侨办、市
商务委、市人社局等市直有关部

门参加座谈，围绕侨资企业提出
的意见和建议，为侨资企业传递
最新的政策信息和服务举措，面
对面为企业答疑解惑，现场协调
解决有关问题。有关部门表示，
我市将努力营造“重商、亲商、
安商、富商”的良好氛围，加快
优质侨资集聚，更好地促进我市
侨资企业健康发展。

据悉，截至今年 10 月，在
甬投资的侨资企业已有 8100 余
家，总投资额达 509 亿美元，华
侨华人、港澳同胞向我市捐赠
或设立基金累计 20 多亿元人民
币。

我市优化营商环境
加快优质侨资集聚

本报讯 （记 者周琼 通 讯
员郁诗怡） 昨日，市总工会“劳
模工匠技术服务队”正式成立，
这支由上百位劳模工匠组成的技
术服务队将协同为我市各类民企
提供公益性技术帮扶。

市总工会有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我市从制造大市向制造强市
转变的过程中，需要大量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手
段跟实体经济的融合，从怎么融
到怎么改，产业转型过程中，有
大量技术难点困扰我市诸多企业
特别是一些中小微企业。本次我
市成立的劳模工匠技术服务队，
汇聚了全市产业一线最为出色的
能工巧匠，他们精于本业多年，
具备丰富的技术经验，拥有大量
创新成果。接下来，这批劳模技
师将陆续进民营企业、进社区、

进学校，广泛开展技术攻关、技
术改造、技术创新、技术帮扶、
技术培训等活动。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梁伟
峰是技术服务队中的一员，曾在
企业内主导过多个技改项目，创
造出 2000多万元经济效益。他告
诉记者，从一名技校毕业的普通
钳工成长为技术领头人，一路走
来，自己得到过太多的帮助，因
此，他很愿意用自己的一技之
长，帮助更多的技工成长，帮助
更多的企业发展。

记者了解到，我市各级各类企
业如果有相应的技术服务需求，
均可通过 8718 平台和 81890，或
甬工惠平台发布需求，由市总工
会对接相关劳模工匠技术服务
队，提供公益性技术帮扶。

我市各类民企
可共享“最强技师”
“劳模工匠技术服务队”昨成立

昨天上午，鄞州区“鲜美咸祥”农村文明示范线在咸祥镇文化广场
开线。该文明示范线兼具水乡风味和滨海特色，分为两期打造。本次开
线的一期是以咸祥河为纽带，充分挖掘乡风民俗，有机整合沿河风光，
串联古韵咸四、明礼西宅、非遗咸六三个村。

（朱军备 顾一伟 摄）

“鲜美咸祥”
文明示范线开线

本报讯 （记者张燕 通讯员
汤林） 昨日在广州召开的 2018年
全国城市交通工作暨公交都市建
设推进会上，宁波与北京、天
津、杭州、广州等 11座城市一起
被交通运输部命名为国家公交都
市建设示范城市。

自 2013 年 11 月获批第二批
“公交都市”创建城市以来，宁波
坚持把优先发展公共交通作为引
领城市发展、提升城市品质、治
理交通拥堵、回应民生诉求的重
要抓手。经过 5 年创建，公交优
先发展战略得到有效实施，公交
引领城市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公
交服务能力和市民的交通满意度
不断提高。

在 公 交 都 市 创 建 期 间 ， 宁
波斥资近千亿元，建成一批国
内 领 先 的 公 交 都 市 精 品 工 程 。
建成“十字”轨道交通骨架和

“一纵两横”快速路网；基本形
成 八 纵 八 横 公 交 专 用 道 网 络 ；

新增公交场站面积近五成，超
过三成的老旧公交车更新为清
洁能源和新能源车辆；公交站
点 实 现 500 米 全 覆 盖 ， 主 城 区
300 米覆盖率超过了 95%；公共
交通“全域化、村村通”水平全
国领先，城乡公共交通服务基本
实现均等化；出台各类优惠政
策，实现了多种支付方式全覆
盖。经过 5 年的建设，我市基本
形成“以轨道交通为骨干、常规
公交为主体、出租车为补充、公
共自行车为延伸”的多模式、一
体化公共交通出行体系，公共交
通机动化出行分担率大幅上升，
城市交通满意度提高了 12.5 个百
分点，超过了 90%。

接下来，宁波将主动对标国
际先进，将公交都市建设工作与
交通治堵工作进一步融合，加快
转变城市交通发展方式，加快建
立以公共交通为主体的城市交通
体系。

宁波建成国家公交
都市建设示范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