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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市委研究，决定将拟提拔任

用或转任重要岗位的叶春华等 9 名

同志予以公示，征求广大干部、群

众的意见。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

下：

1. 反映问题的方式。在公示

期限内，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通过

来信、来电、来访等形式，向市委

组织部反映公示对象存在的问题。

以单位名义反映问题的应加盖公

章。以个人名义反映问题的提倡署

报本人真实姓名。

2. 要求。反映问题要坚持实

事求是的原则，反对借机诽谤诬

告。

3. 公示时间。从12月18日起

至12月24日止。

4. 公示联系处室和受理方式

联系处室：市委组织部干部监

督室，地址：宁波市宁穿路2001号

1号楼，邮编：315066。

举报电话：0574—12380

短信举报：18157412380

举 报 网 站 ： www.zjnb12380.

gov.cn

中共宁波市委组织部

2018年12月17日

宁波市拟提拔任用市管领导干部任前公示通告
叶春华，

男 ，汉 族 ，
1963 年 12 月
出生，安徽怀
宁人，1984 年
12 月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
1986 年 7 月
参加工作，研
究生学历。现

任宁波市经信委副主任、党委副书
记、巡视员，市智慧办主任，拟任市
直单位正局领导职务。

柴高坤，
男，汉族，1971
年 8 月出生，
浙江慈溪人，
1992年1月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1993 年 9
月参加工作，
中央党校研究
生学历。现任

中共宁波市委政研室副主任、巡视员，
市委改革办副主任，办公厅厅务会议
成员，拟任市直单位正局领导职务。

刘学武，
男，汉族，1966
年11月出生，
山东寿光人，
1987年5月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1983年 10
月参加工作，
在 职 大 学 学
历。现任宁波

市公安局党委委员、派驻纪检监察组
组长、第一副督察长（兼），拟任市直单
位行政副职、党委（党组）副书记。

李森苗，
男 ，汉 族 ，
1964 年 11 月
出生，浙江余
姚人，1992 年
1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1990
年9月参加工
作，中央党校
大学学历。现

任中共余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拟任市直单位行政副职、党委（党
组）副书记。

张 颖 ，
女 ，汉 族 ，
1963 年 11 月
出生，江苏镇
江人，1997 年
5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1983
年8月参加工
作，在职大学
学历。现任宁

波市财政局副局长、党委委员，市红
十字会副会长（兼），拟任市直单位
行政副职、党委（党组）副书记。

张兴国，
男 ，汉 族 ，
1969 年 12 月
出生，浙江宁
波人，1999 年
9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1988
年 12 月参加
工作，在职大
学学历。现任

宁波市信访局党组成员、北京接访
处处长，拟任市直单位副局领导职
务。

周方涛，
男 ，汉 族 ，
1975 年 3 月
出生，湖北洪
湖人，1995 年
6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1996
年7月参加工
作，研究生学
历。现任中共

宁波市委组织部干部二处处长，拟
任区县（市）委常委。

柯静君，
男 ，汉 族 ，
1973年2月出
生，浙江宁波
人，1994年 10
月 加 入 中 国
共产党，1993
年8月参加工
作，中央党校
大学学历。现

任宁波市北仑区小港街道党工委书
记，拟任市直单位副局领导职务。

高 岷 ，
男 ，汉 族 ，
1976 年 8 月
出生，浙江丽
水人，2007 年
8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1999
年7月参加工
作，在职研究
生学历。现任

宁波市金融办保险工作处处长，拟
任市直单位副局领导职务。

本报讯（记者孙佳丽 通讯员
邓封伟 李灵波） 12 月 14 日，我
市颁发了国内首张以行政许可方式
确认自动售药机经营项目的药品经
营许可证。随着该许可证的颁发，
我市首台 24 小时自动售药机正式
投入使用。

为推动药品零售企业创新转

型、满足群众 24 小时用药需求，
今年以来，市市场监管局在实地考
察、分析论证及借鉴其他城市试点
自动售药机的基础上，出台相关规
定，在余姚、象山等地开展自动售
药机试点工作。

据介绍，我市允许药品零售连
锁企业申请设置自动售药机，并销

售非处方药。作为实体药店的组成
部分，自动售药机纳入药品经营许
可统一管理，并在实体药店药品经
营许可证上标注设置地址及经营范
围。

“首张含自动售药机的药品经
营许可证的颁出，标志着我市首家
药店营业执照、药品经营许可证双

标注工作的完成，药品零售企业自
动售药机设置工作进入规范化运行
轨道，为全市范围内自动售药机设
置和发展打下扎实基础。”市市场
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说，接下来，市
场监管系统将全面加强监管，切实
保障全市人民夜间、应急购药及用
药安全。

24小时都能买到非处方药
我市首台自动售药机正式投入使用

本报讯 （记者黄合 通讯员
张超梁 镇组轩） 小区里的“僵尸
车”占用车道、楼道随意堆放杂
物、居民家里的天花板漏水……最
近，在镇海蛟川街道，这些有点棘
手的民生小事有了新的解法——通
过充分发挥辖区“党员能手”的作
用，让“党建+自治”模式在社区
生根发芽。

对于临江社区党总支书记严敏
敏来说，小区停车问题一直是个

“老大难”。虽说拖走地下车库车位
上的“僵尸车”，既可以腾出更多
的停车位，还能让居民享受更干净
整洁的居住环境，但现实是一般的

拖车开不进地下车库，这个问题也
就被打上了“死结”。

“别担心，我们公司的叉车能
开进地下车库，‘小水滴爱心社’
里不缺叉车驾驶的‘党员能手’。”
这时，金丰 （中国） 机械工业有限
公司党支部书记、临江社区党总支
兼职委员何世灿送来“及时雨”，
借助企业里“党员能手”的力量，
使得上述难题迎刃而解。

今年以来，蛟川街道以“基层
党建全域提质年”为契机，聚焦服
务争效、党建争强，探索“党员能
手+居民说事”“党员能手+志愿服
务”工作，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为高龄独居老人打扫卫生、
提供心理关怀和陪护、发挥居民说
事功能……得益于来自各个领域的

“党员能手”，大多数社区事务能搞
得定、办得了。

在 银 凤 社 区 5200 余 户 住 户
中，近七成是来自周边 7个村的拆
迁安置村民。受原有生活习惯等因
素影响，小区里超过七成的楼道或
多或少存在占用公共空间堆放杂物
的现象，久而久之便带来较大的安
全隐患。

“孙师傅是老村长，赵师傅以
前做企业管理，孙阿姨曾是妇女主
任……”银凤社区集聚了一批能说

会道的“党员能手”，他们在借助
“熟人圈”劝导居民的同时，还带
头与志愿者、业主代表一起进行集
中整治，仅一个上午时间便清理出
了 10 余吨杂物。如今，楼道杂物
堆放、烧煤炉冒烟、损绿种菜等不
文明情况已明显减少。

提升服务主动性，传递红色正
能量。蛟川街道党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这些“党员能手”大多来自周边
企业、高等院校以及社区内部，“通
过充分发挥他们的专长，我们找到
了社区自治的内生力量，探索了‘党
建+自治’的现实路径，实现了为民
解忧的‘绿波’速度”。

集聚“党员能手” 释放红色能量

镇海蛟川：为民解忧有“绿波”速度

本报讯（记者徐展新 通讯
员姚珏 鲍伟伟） 昨日，市商务
委、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发布年度
省级放心消费示范区名单，鼓励
更多商家诚信经营，创造和谐健
康的消费环境。

据悉，今年全市共创建示范
型放心商店 1169 家、放心网店
214 家、放心餐饮 346 家、放心民
宿6家、放心消费示范区14个。

其中，14 个示范区包括海
曙南塘老街商圈、宁波杉井奥特
莱斯广场、宁波来福士商圈、镇

海吾悦永辉超市商圈、北仑银泰
城、宁波诺丁汉大学商业街、奉化
万达广场、奉化大润发商圈、奉化
太平洋购物广场、余姚银泰城、慈
溪华润万家 （香格店） 商圈、宁海
华润万家超市商圈、象山云发油漆
市场和宁波保税区进口商品市场。

此外，我市商贸流通领域的各个
行业协会和企业代表共同发布行业放
心消费、诚信兴商倡议，并签署信用承
诺书。该承诺书将在“信用宁波”网站
发布公示，纳入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
接受失信惩戒规定的约束。

我市今年创建
14个省级放心消费示范区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通讯
员陈益 象山记者站陈光曙） 昨
天下午，象山县传媒中心正式揭
牌成立，开启了该县媒体融合发
展创新转型的新征程。

2013 年，象山在全市县级
媒体中率先谋划布局移动平台建
设，先后推出中国象山港网站微
信公众号、“中国象山”新闻客
户端，并成立新媒体部，初步构
建起“共同策划、统一采集、分
类加工、互动传播、集中发声”
的运行模式。

今年以来，该县又建立融媒体
改革工作小组，按照融合、整合、
联合的思路，扎实推进媒体融合发
展工作，并打造推出了一批党的十
九大，“六争攻坚、三年攀高”，

“最多跑一次”改革等重大主题宣
传的融合传播精品。

“象山县传媒中心由象山新闻中
心和县广播电视台融合而成，将全力
打造现代党媒‘新机体’，探索、拓展
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新空间’，为加
快建设宁波现代化滨海城区作出更
大贡献。”县委主要领导表示。

象山县传媒中心揭牌成立

本报讯（记者吴向正 通讯
员陈海英）记者从市慈善总会获
悉，“2018·感动宁波”十大慈善新
闻事件和人物征集活动近日启
动，欢迎社会各界踊跃参与。

据市慈善总会负责人介绍，
今年，全市各级慈善组织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认
真贯彻落实《慈善法》，各项工作取
得了新的成绩，甬城又涌现了一大
批让人感动、令人难忘的慈善新闻
事件和人物，为大爱宁波增添了光
彩。为了更好地让人们铭记这些善
行善举，进一步推动和谐、文明、爱
心宁波建设，市记协、市慈善总会
和宁波晚报研究决定，向社会各界
征集“2018·感动宁波”十大慈善新
闻事件和人物。

此次活动评选范围为：2018
年市、省和中央报纸、电台、电视

台、期刊、网络等媒体报道过的宁波
慈善新闻事件和人物，以及没有发
表的或正在发生的慈善故事。评选
标准为：慈善事件和人物具有时代
性，有鲜明的时代引领作用；具有典
型性，有很好的示范作用；具有感染
力，有催人向善的精神力量；具有影
响力，有广泛的社会各界认知度。

对于正在发生的慈善故事，您
可以及时告诉宁波晚报或市慈善总
会，宁波晚报电话为87777777，市慈
善总会电话为87251999、87241408。
对于已经发生并被媒体报道过的慈
善人物和事件，可以直接将推荐材
料寄至市慈善总会，信封上写上

“2018·感动宁波征集”字样。另外还
可以发电子邮件至 cs@nbcszh.org。
征集截止时间为12月底。

2019 年 1 月中旬，市慈善总会
将邀请专家及有关人士组成评委会
进行评选。

“2018·感动宁波”十大慈善
新闻事件和人物征集活动启动

昨天，海曙区鼓楼街道的百余
名老党员参观宁波市档案馆。一份
份资料，一张张照片，勾起了老党
员们对昔日宁波的回忆。

（刘波 王超 摄）

档案里的
岁月记忆

【上接第1版】
今年以来，我市以荣获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五连冠”为新起点，部
署开展新一轮文明城市创建，推动
创建工作向更高层次升级，努力把
德治、法治、自治相结合，加快推进
全域化高水平文明城市建设，努力
把宁波建设得更加富裕、更加文
明、更加和谐，让全体宁波人共享
文明城市的荣光。

今年，市文明委就新一轮文明
城市创建工作与各地、市直有关部
门负责人签订了目标管理责任书，推
动各地各部门担当创建主体责任，大
力实施公益广告刊播提质扩面行动、
车辆停（摆）放秩序整治行动、社区物
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环境卫生集中
整治行动、市政设施建设提升行动、
市民文明规范养成行动等，推动顽疾
整治和问题整改，让人民群众在创
建中得到更多实惠。

文明交通、文明旅游、文明施
工、文明餐桌和公益广告等“文明宁
波”系列创建活动广泛开展，如同文
明的画笔点染了甬城各个角落。我
市开展A级景区“三优一满意”、旅
行社“文明出境游”等文明旅游活
动，景区开展“文明旅游，垃圾换购”
活动，“文明旅游小天使”劝导游客
不文明行为，文明旅游成为甬城新
的亮丽风景。作为国内最早试行“礼
让斑马线”措施的城市之一，宁波市
民目前已经基本形成了斑马线前机
动车礼让行人的习惯。我市推行“礼
让斑马线”的措施、成效还受到了新
华社点赞。我市创新开展了“品质社
区”推荐评议活动，一批批老社区焕
发出新的生机，一批批新社区脱颖
而出。经过市、区、街道三级密切联
动、全面治理，截至今年 9月底，宁
波中心城区部分老旧住宅小区的

“脏乱差”问题得到有效遏制，整体
环境面貌逐步改善。

去年，《宁波市文明行为促进
条例》颁布实施，这是宁波首次为
文明行为专门立法。文明行为积分
奖励、不文明行为曝光、社会服务

“折抵”罚款、信用信息记录等多样
化文明行为促进机制，闪烁着创新
的制度光芒，法治力量为文明创建

提供了新的强劲动力。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绘就美丽乡村新画卷

“斑斓海岸”“五彩四明”“绚丽
浙东”……在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一
周年之际，宁波农村文明示范线描
绘的美丽乡村新画卷徐徐展开。今
年10月份，我市农村文明示范线赴
京推介并参展第十三届北京文博
会，“连山堰情”“五彩梁弄”“溪上慈
风”“桃花源里”“斑斓西沪”等一批
文明示范线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

我市制定出台《宁波市深入推
进农村文明示范线创建工作意见》
和《宁波市农村文明示范线建设导
则》，把文明示范线创建工作作为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载体，打
造了一批特色鲜明、环境洁美、乡
风文明的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综合
体。目前已启动“五彩四明”“斑斓
海岸”“绚丽浙东”三种不同类型文
明示范线23条，带动32个镇（乡）、
142 个村更好更快发展。广大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

象山“斑斓西沪”文明示范线
先后注册了“斑斓西沪”“西沪三
宝”“西沪人家”等 8 大类商标，
2017 年实现经济收入 2500 万元，
不仅让企业、村民走上了共同致富
之路，也促进集体经济收入增加
15%以上。宁海县“桃花源里”文明
示范线积极对接万亩级现代农业
示范基地，推出“十里桃林游”“水
蜜桃来尝鲜”“爷爷的水稻田”“金
秋采摘季”等体验活动，逐步探索
杨梅节、水蜜桃节、麻糍节、土豆节
等特色农事活动，2017 年实现村
民人均增收近万元。

同时，我市通过开展道德教
育、先进评选、文化活动等，提升群
众的文明素养，满足群众精神富足
需求。“家风伴我行”系列活动、“传
家宝”展示、“好家训”交流、“传家
福”拍摄……让好家风好家训进村
入户、入脑入心。目前，文明示范线
沿线各村 60%以上的家庭有家风
家训，逐渐成为乡风文明建设一道
亮丽的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