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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高标杆扬长补短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员
卓璇 杨芝）清明假期，甬城气温大
幅回暖，慈城镇云湖绿道人气爆棚。
资深驴友沈先生说：“年年来云湖，
风景年年都不一样。这次来，发现村
里多了不少精品民宿。这真是乡村
振兴的好样板！”

公有村“初心讲堂”与云湖相距
不远，项目主体工程已经结顶，进入
内部装修阶段；以“云湖拾忆”为主
题的环云湖党建示范区项目即将动
工，建成后将实现全域景区化；宁波
市两新党建学院也将落户于此……
从隐匿山间默默无闻的村庄到党建
引领乡村振兴的样板区，云湖畔的

五个小山村紧紧地抱成一团，共谋
发展“红色经济”，实现了乡村振兴
的美丽“逆袭”。

去年以来，慈城积极探索创设
“环云湖”党建联合体，抱团取暖，在
南联、公有、金沙等云湖五村中播下
了绿色发展、和谐共治的“种子”。

“环云湖”党总支书记、南联村支书
傅海宏告诉记者，五村抱团成立“红
色联盟”后，定期组织联席会议，有
啥问题就坐下来一起商量，事情更
好办了。

“环云湖”党建联合体为云湖五
村绿色发展注入了新动能。面对因
种种原因“卡壳”的进山道路建设、

野山坟整治等工作，云湖党总支从
农户的亲缘关系入手，跨村组织党
员、干部帮办落实，完成了相关地块
的野山坟整治。畜禽养殖影响云湖
生态，五村 200 多名党员与村干部
一道，连续奋战14天，做通了150多
户群众的思想工作，拆除 177 个畜
禽养殖场，结束了云湖畔持续数十
年的畜禽养殖历史。云湖党总支还
加强党员联管，每季度公开评比，全
面实施党员红黑榜制度。

如何更好地发展“红色经济”，
将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云湖
五村一直在探索的课题。云湖党总
支邀请国内知名的景域设计公司为

云湖片区编制了“环云湖片区五年
发展规划”。各村支部以“一村一特
色，一地一风景”为发展思路，在广
泛协商的基础上，明确了南联村“水
韵乡愁主题村”、金沙村“红色革命
主题村”、公有村“红色培训主题
村”、五联村“茶文化主题村”等发展
定位。

南联村引进的“隐居”乡宿项目
引领村民走向富裕，公有村利用云
湖小学旧校舍修建党章学堂，金沙
村桃花岭烈士纪念馆项目已落实资
金……在环云湖党建联合体的统一
引导下，云湖五村正积极谋划和推
进重大支撑项目建设。

党建联合体破解“卡壳”难题

慈城环云湖五村抱团谋振兴

本报讯（记者黄合 通讯员胡
欣子） 从发轫草根到放眼国际，从
野蛮生长到合规有序，伴随着中国
经济崛起的，是千千万万民营企业
走过的发展之路。如何涉过险滩、
避开暗礁、勇立潮头？作为民族汽
车品牌的排头兵，吉利控股集团书
写的答案里，除了切准市场脉搏，
还有紧抓廉洁合规。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任何
不合规行为，都有可能变成严重的
问题，产生严重的后果。做好一家成
功的企业很难，毁掉一家企业可能
只因为某一件小事，所以企业必须

天天如履薄冰，时刻牢记合规的重
要性。”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说。

在吉利，有一个特别的组织架
构，不直接抓生产，不直接管销
售，管的是员工合规事项的考核。
2014 年起，吉利创新设立“合规
委员会”制度，主任由集团总裁亲
自担任，委员则由财务、人力、纪
检等分管领导组成。如今，从上到
下 500余名合规管理专职、兼职人
员织就“清廉大网”，覆盖了企业
管理的角角落落。

严禁下级宴请上级，严禁公款
去娱乐场所消费，严禁以任何名义
利用公款组织度假旅游……以合规
为尺，吉利专门制定了《干部廉洁
自律行为准则及其处分实施细则》

《阳光采购协议》《重大项目中标单

位约谈制度》等一系列制度，从产
品质量、环保能耗到生产安全、反
腐倡廉，从国家法律法规、行业标
准到公司规章、社会道德规范，让
清廉因子真正入脑入心。

2017 年，有员工举报，在信
息采购项目的招标过程中存在围标
串标情况。集团内部立即组成联合
调查组，前往事发地杭州湾公司进
行了为期半年的调查，查证涉案人
员刘某某等三人利用职务便利，向
投标单位透露信息且串通投标，并
在此过程中索贿。最终，相关涉案
人员被判刑，集团挽回经济损失
1000多万元。

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据
统计，在过去十多年时间里，吉利
集团已查处了数百起不合规行为案

件，仅公司副总经理以上的涉案人
员就有数十人，挽回经济损失数亿
元；2018 年严查外籍人员违纪案
件 4 起，其中 1 人移送司法机关依
法处理。

“可以说，在清廉企业建设方
面，吉利已经尝到了甜头。”吉利集
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封飞行告
诉记者，近些年吉利取得井喷式发
展，汽车年销量超过 220万辆，连续
8 年进入世界 500 强。“清廉就是生
产力、清廉就是竞争力、清廉就是生
命力”的理念，已在吉利落地生根。

对此，市工商联相关负责人表
示，希望广大宁波民企以吉利为样
板，自觉做践行“亲”“清”新型
政商关系的典范，携手推动宁波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清廉因子助力民企健康成长
以合规为尺，吉利挽回经济损失数亿元

本报讯（记者张燕 通讯员
储鹏飞 陈新颜） 清明小长假，
艳阳伴随宁波人扫墓和踏青的脚
步。昨天，市客管局发布消息，
今年清明假期，17.4万人次选择
公共交通出行，其中 7.4 万人次
乘坐公交车，10 万人次乘坐地
铁，坐地铁出行人数比去年提高
了近十个百分点，轨道交通大运
量疏散的优点得以进一步发挥。

其中，4月5日全市公共交通客
流量达到最高峰，为12.7万人次，占
小长假三天总量的 73%，后两天分
别为 3.2 万人次和 1.5 万人次。我市
交通、交警、民政等各条战线的工作
人员坚守一线，确保现场后勤保障
到位，各公交专线运力充足，志愿服
务井然有序，清运三天市区公共交
通未发生一起乘客滞留事件、有责
投诉和交通安全事故。

我市圆满完成清明运输
本报讯（记者何峰 慈溪市委

报道组邵滢 通讯员周大效）“谢谢
法官和‘老娘舅’，要不是你们，不知
什么时候才能拿到赔偿款。”3 月
底，慈溪附海镇东海村村民徐女士
激动地握着朱尧贤的手道谢。4 年
前，徐女士在交通事故中被撞成重
伤，治疗费超过 50 万元，但未得到
相应赔偿。东海村老党员、“老娘舅”
朱尧贤和陈雪强得知情况后主动介
入，与法官一起，一次次同肇事者沟

通。今年 3月，生效两年多的判决终
于执行到位。

从调解纠纷到“三改一拆”，从
治安巡逻到垃圾分类，附海的各项
工作中总能见到老党员的身影。附
海常住人口有2.5万人，而外来暂住
人口超过 4.3 万人，环境、交通和治
安压力较大，矛盾纠纷也呈多发态
势。近年来，附海通过“党建+”的形
式，培育一批党组织引领下的社会
组织，搭建一批党员带动群众的志

愿服务平台，建立一套党组织主导
下的民情收集沟通机制，“三个一”
工作法齐发力，推动附海成为“善美
乡村”。

几年前，由于村民思想不统一，
高家片区美丽乡村建设进展缓慢。
老党员高加来和蔡尧康走村入户，
举行座谈会、村民议事会等宣传政
策。在他们的带动下，党员带头做亲
朋好友的工作，就停车场位置调整
等统一了思想，脏乱差的高家片区
实现华丽转身。

这些年，附海组建了美丽乡村
建设顾问团、法律服务团、村民议事
会等 11个基层组织，通过它们广泛
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共建共治共享。

在附海主要路口，总能见到志
愿者挥着印有“向玲服务站”的旗

帜，进行交通安全劝导。“镇里有党
群服务中心，村里有党群服务驿站，
还设立了‘星期六党员志愿服务
日’。”扎根慈溪 22年的湖南籍苗族
小伙向玲说，“党员和志愿者帮我解
决了小孩入学等问题，我也要以志
愿服务回馈社会。”去年 3 月，附海
成立以“向玲”命名的志愿服务站，
目前有成员 186 名。除了开展夜巡
等志愿服务，他们还成为新老居民
间的“桥梁”，化解矛盾 17 起、帮困
70余人。

借助“民情驿站”“圆桌夜谈”等
平台，依靠不断壮大的老党员、老干
部、“老娘舅”、乡贤和志愿者队伍，
附海成功建起民情收集沟通的渠
道，基层矛盾调处成功率上升21%，
交通事故伤亡率下降33%。

党建引领，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参与共建共治共享

附海“三个一”工作法推进乡村善治

本报讯（记者张昊） 第六届
宁波市道德模范评选今天进入初
选名单公示和投票环节。30 名
初选人员的事迹和选票刊登在今
天本报第 3 版、第 4 版，请您为
心目中的道德模范投上宝贵一
票。

今年 3月，市委宣传部、市
文明办、市总工会、团市委、市
妇联等单位联合开展第六届宁波
市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活动
启动后，本报等新闻媒体第一时
间公布了道德模范推荐评选的程
序、标准、要求及报送途径等信
息，各地各部门结合身边好人、文
明之星、学雷锋标兵等活动，引导
广大干部群众自觉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寻找、发现、推举
身边的凡人善举、小行大义。

第六届宁波市道德模范评审
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介绍，本届
道德模范评选活动群众参与面较
往届更加广泛。一方面充分发挥

了行业系统优势。今年在各区县
（市） 推荐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挖
掘教育、公安、部队、机关、工会
等行业系统及企业的优秀典型，使
道德模范更加具有代表性、示范
性。另一方面更加倾向一线基层代
表。在推荐人员中，近40%是普通
村民、居民，还有一大批是扎根基
层一线的民警、村干部、工人、教
师等，选出了群众身边可亲可敬可
学的“草根英雄”。

各区县 （市）、市直机关工
委、军分区、教育局、国资委在认
真审核、公示、征求有关单位意见
的基础上，完成 90 名参选人员材
料的报送。经过第六届宁波市道德
模范评审委员会认真审核、讨论、
投票，筛选出 30 人的初选名单，
今日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和
群众投票。最后将综合群众投票与
专家组投票结果，形成第六届宁波
市道德模范建议名单，报请市委、
市政府进行命名表彰。

第六届宁波市道德模范
初选名单今起公示投票

本报讯（记者龚哲明） 市政
协与市委统战部 2019 年工作对
接会近日举行。市政协主席杨戌
标在会上强调，市政协和市委统
战部进一步密切相互关系，巩固
完善机关工作协同机制，对构筑
最广泛、最牢固的爱国统一战
线，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集才汇
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胡军、
郁伟年、陈安平及陈文祥参加。

去年 6月工作协同机制建立
以来，市政协机关与市委统战部
机关认真落实工作交流互通、委
员管理互商、监督调研互联、日
常工作互动等制度，市政协与统
战部的联系更加紧密、配合更加
高效，形成了相互促进、共同发
展的良好局面。

市政协和市委统战部有关负
责人分别通报了 2019 年重点工
作安排。与会人员开展交流发
言，并就一些具体工作进行了沟
通，形成了共识。

杨戌标指出，人民政协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
协商的重要机构，是统一战线的
重要组织形式。统战部是党委主
管统一战线工作的职能部门。人

民政协工作与统战工作相亲相近、
相辅相成，在凝聚思想共识、发展民
主政治、扩大团结联谊、搭建合作平
台等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建立
工作协同机制，有利于共同推进新
型政党制度建设、共同把握人民政
协新方位新使命、共同贯彻市委重
大决策部署、共同应对新情况、新变
化，有利于推动政协事业和统战工
作共同创新发展，画出最大同心
圆，形成“1+1＞2”的良好效应。

杨戌标强调，工作协同机制建
立后，关键是抓好落实。要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从加强思想政治引
领、广泛凝聚共识，落实新型政党
制度、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工
作的高度，去抓好协同机制落地见
效；必须坚持好、完善好、发展好
已有行之有效的制度机制，建立一
些专用的对接平台，用实际行动解
决实际问题；必须从具体问题、具
体工作抓起，共同参与重大调研课
题和民主监督活动，为推动我市高
质量发展献良策。此外，还要从实
际出发开拓创新，注重贯彻落实好
上级的各种新要求，注重吸收兄弟
城市政协创新经验，积极探索协同
机制实现的新路径。

共谋良策 共商大事
齐心画出最大同心圆
市政协与市委统战部工作对接会举行
杨戌标讲话

春天给我以韶光，我还春天以
纯净。曙光中学初一学生近日在奉
化滕头村和象山影视城春游时，开
展捡拾垃圾活动，并按要求将垃圾
分类后进行正确投放。图为学生志
愿者正在滕头村景区捡拾垃圾。

（舒丽芳 严龙 摄）

我还春天
以纯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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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9套限价房开售引发热议

市住建局回应网友六大热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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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刷新今春最高气温纪录
本周后期晴雨相间，冷空气将登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