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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海镇海：：提升提升““品质党建品质党建””引领引领““品质之城品质之城””建设建设
几个月前，镇海区招宝山街道接力运营10年的“爱心车轮食堂”引起了中央媒体的关注，在《新闻联

播》亮相一分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发挥党支部统筹协调、资源集聚作用，众筹更多力量参与
城市基层公共服务，这是服务社持续运营并得到居民认可的最大优势。”“新三宝”服务社党支部书记郑时梅
说。

去年2月，镇海召开“深化改革突破年、项目建设攻坚年、基层党建全域提质年”动员大会，贯彻“党
建争强”部署要求，一场推进镇海基层党建全领域建强、全区域提升的攻坚战由此拉开帷幕。一年以来，该
区各级党组织坚持树立系统建设、整体建设理念，积极探索实践，全面统筹推进，充分激发和释放党建外溢
效应，努力为加快建设港口强区、品质之城提供组织保证。

城市基层涉及主体多、关系互不隶
属，各驻区单位之间“近在咫尺却远在天
涯”，社区党组织“小马拉大车”，协调一
件事情往往“跑断腿”。

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去年 1 月，镇海
区委出台的城市基层党建“1+5”系列文
件开出了方子。一场针对街道行政体制的
改革先行展开——逐步取消街道招商引资
职能，落实街道的规划参与权、综合管理
权、重大决策权和重大项目建议权，将工
作重心转移到加强党建和公共服务、公共
管理、公共安全上来。

据统计，2018年镇海区以社区党组织
为主渠道，统筹落实服务群众项目，新增

保障每个社区党组织工作经费 4-6 万元、
服务群众专项经费20万元。

“社区要拖离地下车库的僵尸车，可
拖车开不进去，大家有没有好办法？”“我
们公司有叉车，应该可以派上用场。”在
蛟川街道临江社区，金丰 （中国） 机械工
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何世灿自从成为社
区兼职委员以来，就成了社区事务“叫得
应”的好帮手。

2018年，镇海在全市率先全面推行街
道“大工委”和社区“大党委”制度，22
个村社党组织升格、建立社区党委 14 个，
选聘街道兼职委员12名、社区兼职委员95
名，涵盖高校院所、学校医院、两新组织

等各行业党员代表。“小社区成立大党
委，撬动了‘大单位’，发挥了大作用。
城市基层治理和社区建设从‘独角戏’变
为‘大合唱’。” 临江社区党总支副书记
胡维君感慨地说。

不仅如此，镇海深入实施“领雁工
程”和“请贤引才”计划，出台社工队伍
管理办法，引领基层干部实干、担当、有
为。目前，企业主和致富能人担任村党组
织书记比例占 32%；率先建立“区级招录
调配、街道日常管理”模式，健全管理考
核、教育培训、薪酬福利、激励保障等体
系，社工平均年收入明显增加。

“社工队伍迈向了专业化、职业化，
打破了职业晋升‘天花板’，让基层干部
干事有劲头、发展有奔头。”骆驼街道东
邑社区“90后”书记林天峰表示，如今社
区班子成员思想齐、干劲足，顺利啃下了
撤村建居、棚改清零等“硬骨头”。

统筹联动 共画城市基层“同心圆”

组织强则基层稳，基层稳则天下安。
郑军是庄市街道光明村 A15 网格的网

格长兼网格党支部书记，没有硬任务的时
候，他都去网格片区走访村民、了解需
求，第一时间解决“路灯坏了、垃圾桶破
了、邻里有纠纷了”这些让群众烦心的小
事。

目前，镇海共有 428 名网格党支部书
记、700 余名网格长、2000 余名网格员，
他们活跃在基层一线，平均每天上报各类
事件信息 500 多条，并依托互联网和大数
据，将网格工作延伸到群众家门口，打开
一个又一个缠绕难解的基层治理“锁扣”。

“如果说‘大党委’让基层党组织的
‘朋友圈’变大变强，那么‘网格党建’
则让基层治理落细落小。”镇海区委组织
部相关负责人说，“网格党建”推动了党
的力量向网格汇聚，党建资源向网格下
沉，党员作用在网格彰显，实现“小事不
出网格、大事不出村社”。

依托“网格党建”载体，澥浦镇引导
800 余名党员认领“六大员”岗位，调解
邻里关系、监督道路保洁；九龙湖镇引导
400 余名党员认领“四长”岗位，自推行

“党员红岗”制度以来，党员联户包干、
干部连心解忧，推动村社卫生保洁费支出

和信访发生率分别下降30%和18%。
社区治理，如果将“陌生人社会”变

成“一家人社会”，事情就好办了。对
此，镇海以小区自治互助站为载体，以微
项目为牵引，配套微机制、微平台、微组
织、微基金，创新推行“一微带四微”城
市基层服务供给新模式，打造“微民生大
服务”2.0 版本。2018 年已办结各类“微
项目”120 余个，解决“微民生”需求
8000余个。

在招宝山街道清川佳园小区，有14扇
老旧防盗门亟待更换，但换一扇防盗门要
花费一万元，物业维修基金又不够，怎么
办？这时，小区自治互助站通过“党员议
事、居民说事”，商定每户居民筹资 300 元，
每个楼道派出热心居民全程参与钱款收
取、防盗门厂家选定等。没过多久，14扇防
盗门更换完毕。

多元共治 探索基层社会“微治理”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在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基础上，如

何发挥两新组织党组织的实质作用？镇海
交出了一张务实创新的成绩单。

2018 年 4 月，全区顺利完成两新组织
党组织集中换届，209 个单建党组织的书
记全部进入企业管理层，按照“双向进
入、交叉任职”的模式，选优配强“红色
CEO”，把党的工作通过“领头雁”嵌入
企业的决策管理。

“过去，两新组织点多面广，难免存在
党组织战斗力不强、责任不明、运行不规
范和党员意识不强等问题。这一次，我们
将党组织书记队伍建设作为两新组织‘党
建争强’的核心任务，通过选好班子、建
好制度、抓好队伍，强化两新组织党组织
的政治功能。”镇海区委两新工委负责人
说。与此同时，该区全面推开“党建强、
发展强”两新组织示范点创建工作，一批
党建工作品牌脱颖而出。

骆驼商会党委以“双强”示范点创建
以契机，依托区域性党群服务中心，完善
科技、法律、人才、金融等服务体系，先
后为 300 余家企业转贷近 4000 次，转贷资
金高达 118 亿元，没有一笔呆账坏账，也
没有一家企业因转贷问题而倒闭、停产。

“党建强才能发展强。商会尽管是社会组
织，有强劲的‘红色推力’，企业‘抱团’
发展才有平台纽带，才有正确的航向和坚
实的依靠。”商会党委书记沈国强说。

面对商务楼宇、各类园区、市场商
圈、网络媒体等新兴领域，镇海把基层党
组织有效嵌入经济社会发展最活跃的脉
络，实现党建引领创新发展。

“我们要统筹推进新业态党建，集聚最
强资源，培育一批有影响力的新业态企业

（集聚区）。”宁波市国家大学科技园党工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推进中官路创业创新大
街建设中，通过构建党建联盟，对沿线街道
社区、科研院所、双创平台、市场商圈等不同
类型党组织进行全域化统筹，实现组织共
建、资源共享、发展共促，推动“产、城、人、文”
深度融合。目前大街集聚了30个双创平台、
223家科技型企业，汇聚了47名“国千”人才、
69名“省千”人才、上万名各类高端人才。

据统计，镇海新城2018年新建1500平
方米楼宇党群服务中心，打造的党建综合体
覆盖辖区不同隶属的 19 个驻区单位、33 幢
楼宇 700多家企业，全面推行“组织联建、资
源联享、实事联商、公益联办、文化联动、文
明联创”，常态开展党员服务、创业服务、人
才服务和便民服务等15大项。

“我们将以实施新一轮基层党建‘整乡
推进、整县提升’三年行动计划为契机，
以‘品质党建’为主线，以提升组织力为
重点，深化实施‘党建争强’攻坚行动，
抓基层基础与品质提升并重，推动基层党
建全域提质，为建设品质城区提供坚强组
织保障，努力实现党建争强、发展争先。”
镇海区委分管领导说。

融合提质 推进基层党建“全域强”

通讯员 郑组轩 记者 黄合 文/图

镇海区骆驼街道静远社区兼职委员定期收集居民意见建议镇海区骆驼街道静远社区兼职委员定期收集居民意见建议。。

本报讯（记者孙佳丽 通讯员
张淑蓉）昨日，我市市场监管局发布
了 2018年度反不正当竞争报告：去
年，市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处不正当
竞争案件 205 件，其中大要案 193
件，罚没款 1913.07 万元，平均个案
罚款额度是2017年的3倍。

自去年 1 月 1 日新修订的反不
正当竞争法正式实施以来，我市以

社会关注度高的民生领域为主，重
点查处混淆仿冒侵权、商业贿赂、虚
假宣传、侵犯商业秘密、违规有奖销
售、商业诋毁、网络违法等案件，并
针对“新反法”调整后的商标假冒侵
权、发布虚假广告、商品消费侵权等
方面案件查处作了特别部署。

宁海县市场监管局查处的全市
首起“体验式”医疗器械领域虚假宣

传案，填补了我市在“体验式”医疗
器械营销领域的执法监管空白。当
事人在没有科学依据的前提下传播
竞争对手商品并非纯铜、易开裂、易
堵塞等相关误导性信息，无事实依
据编造、传播竞争对手存在商业贿
赂违法等行为，最终被处以“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消除影响并罚款 10万
元”的行政处罚，成为我市首起商业

诋毁案。
据了解，“新反法”的一大特点

就是对混淆行为、虚假宣传、商业贿
赂、侵犯商业秘密、违规有奖销售、
商业诋毁、互联网领域不正当竞争
等七大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了完整
清晰的界定。根据这一新的法律界
定，市市场监管部门在一些新类型
案件的查处上取得了明显突破。

反不正当竞争年终“成绩单”出炉
我市去年查处案件205件，罚没款逾1900万元

本报讯（记者王佳 通讯员钱
浩）记者昨日从市福利彩票发行中
心获悉，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宁
波福利彩票全年销售24.19亿元，为
国家筹集公益金6.94亿元，其中，我
市留存2.78亿元，创下历史新高。中
心全年共兑付中奖奖金 1.76 亿元，
上缴个税2969.84万元，为社会提供
就业岗位2000余个。

2018 年，宁波福彩不忘“扶老、
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在海
曙、江北、鄞州设立了 105个爱心驿
站，为环卫工人、快递员等户外工作
者提供遮风避寒、歇脚休息的场所。
全年开展了“福彩助力·点亮梦想”

“福彩牵手·助圆大学梦”“福彩有
爱·孤老不独”“福彩有爱·一路有
你”“春节暖心”等系列活动，共投入
135.6万元福彩公益金。

为进一步实现“阳光福彩”，
2018 年，宁波福彩发布了《2017 年
宁波福利彩票社会责任报告》，主动
接受社会监督，让公众更加了解福
利彩票销售、公益金筹集及使用情
况；上线了福彩代销点线上公开征
召管理系统，给有志于加入福彩公
益事业的社会公众提供了最大限度
的便捷。

24.19亿元！
宁波福利彩票年销量
创新高

本报讯（记者王珏 通讯员郑
祖轩 张超梁）这两天，镇海大创
园创业大学生彭泰然十分忙碌。除
完成宁波大学在读研究生课程外，
他还陆续接待了来自北京、上海等
地的多家创投企业。先前，由他领
衔的“墨子光电——国内变形镜系
统行业开拓者”项目，在第四届中
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赛
场上捧回金奖。

在镇海，无数个像彭泰然一样
的大学生，正让梦想照进现实。该
区与宁波大学、中科院宁波材料
所、浙江纺织学院、宁波工程学院
等比邻而居。用好“三校一所”科技
人才资源、把更多人才留在镇海，
是镇海区建设人才强区、实现创新
转型的重要路径之一。近年来该区
深化与“三校一所”合作，打造“平
台共建、人才共引、成果共享”的人
才共同体，走出了因地制宜、错位
竞争的人才之路。

2017 年末，镇海在全市率先
与宁波大学合作成立“校地共建大

创园”平台，共建大创园“C区加速
器”。目前，已落户大学生创业项目
390 余个，成为北高教园区大学生
的“创业梦工厂”。由镇海区与浙纺
服院共同开办的“金蓝领”培训班，
则被誉为技能人才的“黄埔军校”。
该区结合浙纺服院“省师资培训”
基地优势，畅通技能人才培养通
道，一批批“金蓝领”由此脱颖而
出。截至目前，该培训班已培养
3638名高技能人才。

在处于新旧动能转换关键期
的当前，宁波材料所培养出的硕博
研究生成了企业负责人的“心头
好”。前不久，镇海区首次举办面向
该所毕业生的专场招聘会。昌扬机
械等 15家镇海企业带着技术创新
需求，深入对接该所近 150名毕业
生，现场达成签约合作意向27个。

据 悉 ，2018 年 ，镇 海 区 接 收
“三校一所”毕业生人数较上年增
加20%以上。区域人才共同体为镇
海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坚强人才支
撑。

用好“家门口”资源

镇海打造区域人才共同体

本报讯（记者龚哲明 通讯员
陈丽）《宁波市奉化区关于进一步
推进律师行业快速发展的实施办
法（试行）》日前出台。这是该区首
个律师行业扶持政策，以引进高端
律所和律师人才为目标，其中规定
对获得全国级优秀律师事务所等
荣誉的律所前来设立分所的，最高
补助60万元。

奉化区现有律师事务所 5家，
均为小微型律师事务所。全区现有
执业律师 37 人，律师人数与常住
人口万人比指数为 0.8。经过多年
发展，该区律师行业存在体量小、
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尤其是撤市
设区后，该区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
革，现有律师行业难以满足社会发
展和群众需要，加快律师行业发展
迫在眉睫。

加大律师行业扶持保障力度，

是该《办法》的最大特色。该《办法》
规定，新设立律师事务所或分所，新
引进区外律师以及新增初次执业律
师人数达到 5人的，给予开办补助
20万元；达到10人，补助30万元。其
中，对获得全国级优秀律师事务所
等荣誉的律所来奉设立分所的，实
行加倍补助，最高补助60万元。《办
法》同时对达到创收标准的律所给
予奖励，鼓励律所做大做强，向规模
律师事务所发展。比如，当年营收超
过500万元的，奖励10万元；超过部
分，每超过100万元奖励3万元。

据悉，奉化区以《办法》出台为
契机，持续开展律师行业“名所名
品名律师”培育活动，计划到 2023
年至少建成 1 家拥有 20 名以上执
业律师的律师事务所或分所，引进
至少 1家具有专业特色、品牌良好
的律师事务所或分所。

奉化首次出台律师行业扶持政策
全国级优秀律所办分所，最高补助60万元

月湖景区的蜡梅近日已悄然绽
放枝头，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清香，
成为一道冬日美景。

（周建平 摄）
暗香徐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