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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高标杆扬长补短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

本报讯（记者张昊） 记者昨日
从市文明办获悉，《宁波市文明行
为促进条例》 从 2017年 7月 1日施
行以来，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法规
实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和阶段性成
效，让文明宁波的底色更加厚重。

市文明办负责人表示，我市坚
持德法并举，在发挥道德教化作用
的同时，运用法治手段解决道德领
域突出问题，通过建立联席会议、
工作督办、评估考核等机制，成为
深化文明城市创建的有力支撑。

数据显示，《条例》 施行一年
半来，我市对不文明行为的监督劝
导和执法力度显著加大。我市积极
开展对重点公共场所的“禁烟”专
项检查，实施禁烟处罚 115起，共
罚款 3.85 万元；共办理非法张贴、

涂写、刻画以及随地吐痰、露天焚
烧等违法案件 800余起；制定 《宁
波市限养区禁止个人饲养烈性犬只
目录》，开展了多次专项整治，办
理《养犬登记证》1833本，纠正不
文明养犬行为1000余起。

用法律手段进行约束，执法者
敢于“亮剑”，从而让法规指引

“文明在哪儿”。依据《条例》对不
文明行为曝光的相关规定，执法部
门和有关区县 （市）搭建平台，对一
些不文明行为予以曝光，在社会上
起到了警示作用。今年 4月份以来，
公安交警部门依托智能警务亭等科
技装备，在市三区启用非机动车、行
人交通违法人脸识别电子监控抓拍
系统，并在路面交警 LED 屏上曝
光。截至 12 月 3 日，通过智能警务

亭非现场采集后处理非机动车和行
人交通违法 3239 起，实施现场参
与协管安全教育 2400 余人，当事
人自我曝光教育600余人次。

《条例》 的一大亮点，就在于
确定了社会服务“折抵”罚款、信
用信息记录等多样化文明行为促进
机制，引导广大市民提高文明素
质。通过推进“以义代罚”工作措
施，依托我市 We 志愿服务平台，
违法行为人自愿选择报名参与，以
量化的社会服务代替经济处罚取得
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目前已有 28名
当事人服务56个小时，63人通过答
题免于处罚。查处机动车驾驶人向
外抛掷物品交通违法行为 236 起，
对 112名相关交通违法行为人实施
社会服务后“折抵”相应罚款处罚。

弘扬正气，鼓励先进，形成文
明行为的示范效应，同样是 《条
例》施行以来令人瞩目的成效。依
据《条例》的规定，宁波爱心公园
一期建设工程今年 3 月完成并开
园，北仑、鄞州、余姚、慈溪、镇
海等地也已建或在建爱心公园。全
市已按标准建成统一授牌编号的

“爱心驿站”480多家，“爱心歇脚
点”1500 多个。目前较大规模的
公 共 场 所 母 婴 设 施 配 置 率 达 到
81%。机场、火车站、地铁站等公
共场所安放的 AED （自动体外除
颤器） 达 87 台。今年以来，全市
共确认见义勇为行为、发放证书
21 人，申报省级见义勇为先进分
子 3人。《条例》“爱心条款”的落
地，再次在甬城激荡文明的风尚。

《宁波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施行一年半取得阶段性成效，
特别是在引导形成文明行为示范方面作用明显

文明宁波再添温暖的底色

本报讯（记者吴向正）《宁波
市气候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条例》

《宁波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这两
个地方性法规自去年 7 月 1 日正式
施行一年半来，贯彻执行情况到底
如何？昨日上午，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会议成员听取了市气象局、市文
明办关于法规实施情况的汇报。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余红艺主持会议，
翁鲁敏、王建康、胡谟敦、王建社

及王霞惠参加。
去年 7月施行的 《宁波市制定

地方性法规条例》规定，地方性法
规实施情况实行报告制度，法规施
行一年后的六个月内，由法规主要
实施单位向市人大常委会书面报告
实施情况。

据了解，《宁波市气候资源开
发利用和保护条例》 是国内同类
城 市 中 首 部 气 候 资 源 地 方 性 法

规，对我市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
气候资源、科学应对气候变化起
到了积极的规范和推动作用。在
法规的支持下，我市太阳能光伏项
目实现跨越式发展。但在条例实施
过程中存在着配套制度尚不完善、
贯彻执行力度需进一步加大等问
题。《宁波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属
地方先行性立法，市政府及时制定
条例实施意见，相关部门制定了

《向车外抛撒物品交通违法行为查
处指导意见》《宁波市禁止吸烟执
法工作实施细则 （暂行）》 等规
范性文件，执法部门依据条例处
理了 5800 多起违法行为。法规实
施过程中还存在市民的参与度有
待进一步提高、执法部门工作统
筹和执法力度有待加大等问题。

主任会议成员听取汇报后，认
为地方性法规实施情况报告制度对
推进法规贯彻执行具有重要意义和
作用，并对两个法规实施工作提出
了意见建议，要求尽快制定《宁波
市气候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条例》
配套规定，同时加强跟踪监督和执
法检查，推动法规切实贯彻落实。

《宁波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的贯
彻执行要进一步发动社会广泛参
与，不断加大执法力度，强化部门
联动，推动提升文明城市建设法治
化水平。

我市首次执行
地方性法规实施情况报告制度
余红艺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成员集体听取

本报讯 （记者金鹭 实习生
陈阳 通讯员徐欣中） 前天下
午，宁波市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表
扬大会在宁波文化广场保利大剧
院举行，“甬优”系列杂交水稻育
种创新团队首席专家马荣荣、国
产芯片溅射靶材领军人姚力军等
60 位优秀科技工作者获表彰。宋
越舜出席大会并致辞。

宋越舜表示，改革开放 40 年

来，全市广大科技工作者为宁波作
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广大科技工作
者能在攀登科技高峰、践行科学理
念上奋勇争先，主动融入“六争攻
坚、三年攀高”行动，在创造一流的
科技业绩中书写精彩人生。

现场，还举行了第七届宁波
市青少年科学嘉年华颁奖仪式，
青少年电脑机器人竞赛等项目获
奖团队和代表登台领奖。

60位优秀科技工作者获表彰
宋越舜出席并致辞

本报讯 （记者董小芳 通讯
员钟法）“这是搜查令，因你公司
拒不履行法律生效文书，现依法
对你公司进行搜查！”昨日上午 9
时30分，江北法院30余名执行干
警前往被执行人浙江某环境工程
有限公司实际经营地，展开强制
执行搜查。这是昨日我市集中执
行活动的一个缩影。

“基本解决执行难”已进入
最后关键的冲刺时期。昨日上
午，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最高
人民法院执行局、浙江省高级人
民法院联合举办的“决胜执行
难”全媒体直播活动聚焦宁波，
对我市中级人民法院、宁波海事
法院、江北法院、余姚法院和宁
海法院的执行活动进行了连续两
小时的现场直播，全国 70 家媒
体参与直播，1300 余万网友共同
见证宁波法院利剑出鞘，总攻执
行难。

值得一提的是，在昨天的集
中执行中，我市创新研发的“宁
波移动微法院”平台发挥了突出
的作用，其节点可视化的设置，

使整个执行过程更加阳光透明。
昨日，余姚法院法官在移动微法
院平台上收到申请被执行人的报
料定位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并通过该平台直播，最终促使双
方达成和解协议。据统计，今年
1 月 2 日至 11 月 30 日，我市两级
法院在移动微法院平台上流转执
行案件达 32252 件，占同期案件
的 68.56%，较好地满足了当事人
的知情权、监督权。

据悉，自 2016 年“基本解决
执行难”号角吹响以来，我市两
级法院共执结案件 192499 件，执
限内结案率达到 92.42%，执行到
位金额共 480.28 亿元；累计发布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108600 例，对
101438 名被执行人发布限制消费
令，对 6667名暴力抗法、抗拒执
行的被执行人予以司法拘留；受
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案件 42
件 49 人 ， 判 处 拒 执 罪 35 件 36
人。宁波海事法院累计受理各类
执行案件 6089件，位居全国海事
法院首位，执行到位金额约 50亿
元。

1300余万网友
在线看宁波法官抓老赖
全国70家媒体参与直播，“宁波移动微法院”
平台在解决执行难方面大显威力

本报北京电 （记 者崔小明
通讯员徐良） 昨天上午，庆祝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美名城
——宁波市重大历史题材美术
创作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
展。

宁波市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
作自 2014年启动以来，市委、市
政府十分重视，印发了 《宁波市
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实施
方案》，并成立了组委会。在历时
3 年的筹备、创作期间，由全国
资深历史学和艺术学专家、著名
美术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以现场
观摩等方式，对艺术家的作品草
样 、 草 图 等 进 行 了 多 轮 评 审 。
2017 年 8 月，全部 35 件作品通过
验收。

据了解，该工程创作的历史
题材包容古今，油画 《余姚河姆
渡》 体现了史实与想象的紧密结
合。《屠呦呦获诺贝尔奖》生动再

现了屠呦呦领奖时庄严隆重而又
欢乐的场面。国画 《火与土——
越窑青瓷》 细腻地表现了古代瓷
器从捣泥、拉坯、定型、上釉、
烧制到出窑的制作过程。《王安石
治鄞》《宋人建造保国寺》《它山
堰水利工程》 体现了宁波人在辛
勤的生产劳动中的伟大创造；《宁
波镇海抗法保卫战》《四明山革命
根 据 地 斗 争 —— 浴 血 大 鱼 山》

《1942——象山民众勇救美军飞行
员》 等作品，反映先辈用自己的
热血和生命保卫家乡、保卫祖国
的场景。画家们还塑造了严子
陵、虞世南、潘天寿等一批伟大
历史人物。还有一些作品是以普
通民众作为艺术表现的主体，比
如 《宁波解放》 表现了人民群众
敲锣打鼓、载歌载舞迎接解放军
进城时的欣喜与狂欢。

昨天上午，我市在中国美术
馆举行了作品研讨会。

宁波重大历史题材作品
在中国美术馆展出

本报讯 （记者沈孙晖 通讯
员吴宙洋） 利用闲置资源，通过
联营、合伙、代理等合作模式，
大力引进明星创业项目。打造国
内首座明星创业之城，是象山影
视城产业争先的又一“力作”。目
前，已有成龙“龙咖啡”、姜武和
安琥“美食情报焗”等明星店铺
加入，“星店街”雏形显现。

象山影视城围绕产业链招商
靶向发力，创新推出企业注册免
服务费和全程代办等举措，并成
立影视文化产业发展协调小组，
协助企业做好项目申报、资金扶
持、银企对接和财税辅导，打造
审批流程最简、办事效率最高、

投资成本最低的招商平台，加快
优质资源集聚。1 月至 11 月，共
引进宁波午兆荣和、浙江一路向
北影视制作等 760 家企业落户，
同比增长 101%；实现营业收入
15.2 亿元，同比增长 18%；税收
达1亿元，同比增长81%。

当好“店小二”，影视城确保
做好外景协调、内景调度，剧组
拍摄时派专人驻场，将服务做到
极致。影棚、服化道、群演、吃
住等配套的齐全，加上服务的

“悉心”，换来了一个个剧组的
“倾心”。截至今年 11月，影视城
已接待拍摄剧组 160 余个，同比
增长14%。

象山影视城
加快优质资源集聚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北仑记
者站陈盛竹 通讯员范月圆） 宁波
捷成轴业有限公司刚刚落户北仑小
港装备园区时，这个用于高精尖精
密微型电动机主轴制造的项目，短
时间内难以找到合适的落地空间。
根据宁波市土地二级市场试点政
策，通过土地转让信息联络平台，
宁波鲁工精密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把
位于小港装备园区 8号的土地分割

出 20951 平方米，转让给捷成轴
业，这既盘活了闲置土地资源，又
及时解决了企业的用地需求。

土地资源日益稀缺，用地空间
紧、政策严使土地供需不平衡矛盾
日益突出。用不了地、用不起地，
在国土资源领域，民营企业最为集
中的问题莫过于“用地难”。“我们
一方面加强用地保障，确保中小民
营企业有地可用；另一方面，尽可

能降低民营企业用地的成本，通过
灵活用地政策、差别化的供地政
策，助推项目落地。”北仑区有关
领导表示，该区积极出台政策，拓
空间、降成本、优服务，助推民营
经济高质量发展。据悉，今年该区
已供应土地 67 宗共 4256 亩，保障
了吉利 CMA 项目、中外运国际采
购中心等民营企业项目用地；为民
营企业办理工业用地分割及转让、
在建工程转让9宗。

唤醒“沉睡”资源，北仑区统筹
当年新增建设用地、历年批而未供
土地、存量盘活土地、低效再开发用
地等方式，保障民营企业发展用地；
同时加强对多层标准化厂房、小微
企业园、工业街区型产业园的用地

供给，让企业有更多落地空间。
一边“开源”，一边想方设法

为企业“节流”。今年，北仑已对
中芯集成电路 （宁波）、南大光电
等“3511”优势产业项目 2360 亩
土地进行供地，极大地节约了优质
企业的用地成本。“我们要用足用
好 政 策 红 利 。 比 如 对 纳 入 宁 波

‘3511’产业体系的项目，实行差
别化供地政策，其中属于八大细分
行业的，符合用地集约条件的，进
一步实行优惠政策。”北仑国土分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区还积极实
施“标准地”出让，推动企业“提
档升级”，提高土地利用的质量和
效率。据统计，今年该区已出让标
准地13宗共2450亩。

降低用地成本 唤醒“沉睡”资源

北仑破解民营企业投资发展“用地难”

昨天上午，在鄞州区凌江
社区，志愿者正在帮助独居老
人薛大妈打扫卫生。

新年临近，该社区开展一
年一度的“新年爱相随”走访
慰问老年人活动，带着棉鞋、
油米等慰问品，提前送上新年
祝福。

（徐能 裘晨 摄）

爱长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