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江澄营销服务部变更机构名称的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核准，同意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江澄营销服务部变更机构名称，现正式进行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江澄营销
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15330283001
机构住所：宁波市奉化区溪口镇奉通南路48号
经营区域：宁波市
成立日期：2002年7月26日
颁发许可证日期：2019年4月29日
许可证流水号：0238961

机构负责人：唐永海
联系电话：0574-88875015
客户服务电话：95500
邮政编码：315502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

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
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

关于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新科技支公司梅墟营销服务部地址变更的公告

机构名称：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新科技支公
司梅墟营销服务部

许可证流水号：0238968
机构编码：000012330212004
联系电话：0574-87811651
机构住所：宁波市高新区汇海路52号037幢16-5
邮政编码：315040
客户服务电话：95585
经营区域：宁波市

颁发许可证日期：2019年5月28日
成立日期：2005年11月22日
机构负责人：童章豪
业务范围：1、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2、收取营销员代

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3、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
收据等相关单证；4、接受客户的咨询、投诉；5、经公司核保，营销服
务部可以打印保单；6、经公司授权，营销服务部从事车辆险、货物
运输险、财产险、人身意外险、短期健康险、工程险、保证保险、责任
险、船舶险等险种的查勘理赔。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备案通过，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新科技支公司梅墟营销服务部地址由
宁波市鄞州区横溪镇文化路2号变更为宁波市高新区汇海路52号037幢16-5，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余姚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096330281
机构住所：余姚市阳明街道长安路31号

舜龙大厦515-519室
经营区域：宁波市
成立时间：2007年10月22日
颁发许可证日期：2019年5月8日

许可证流水号:0238962
机构负责人：殷万金
联系电话：0574-22220981
客户服务电话：95586
邮政编号：315400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险、责任保险、信

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
害保险。

关于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余姚支公司变更营业场所的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备案通过，同意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余

姚支公司变更营业场所，现正式进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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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冯瑄 通讯员陈
晓众）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昨天，
市生态环境局公布了 2018 年宁波
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这份“体检
报告”显示：宁波的环境质量越来
越“健康”了。

特别是市民最为关注的水和空
气，主要水源地水质保持优良，地
表水水质优良率稳步提升，劣Ⅴ类
水质全面消除；中心城区 PM2.5 首
次达到国家二级标准，臭氧污染得
到初步遏制。

大气环境是百姓关注的一大焦
点。公报显示，2018 年市区 （不
含 奉 化） 空 气 质 量 继 续 好 转 ，
PM2.5 年 均 浓 度 为 每 立 方 米 33 微
克，首次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每立
方米 35微克）。全年空气质量达标
320天，超标45天，其中轻度污染
36 天，中度污染 8 天，重度污染 1
天。

全市除慈溪市、余姚市、江北
区和东钱湖旅游度假区外，其他区
域六项大气环境常规污染物均达
标。市民最为关注的灰霾天气也有
所 好 转 。 2018 年 全 市 霾 日 共 25
天，比 2017年减少 13天，下降 3.6

个百分点。
在大气环境中，大家另一个较

为关心的话题是酸雨。去年，全市
降水酸性程度有所改善，平均酸雨
发生频率为58.1%，同比下降了6.5
个百分点。与 2017 年比较，北仑
区和宁海县降水酸性程度由中酸雨
区好转为轻酸雨区。

和大气环境一样，大家对水环
境的关注度肯定同样很高。去年，
我市地表水水质总体有所改善，水
质优良率和功能达标率均有较大幅
度提升，无劣Ⅴ类水质断面；地表
水 80 个市控监测断面中，水质优
良率80%。宁海县、象山县、奉化
区水质综合评价为优，东钱湖旅游
度假区、海曙区、北仑区、高新
区、镇海区、余姚市为良好，其他
区域均为轻度污染。

让市民放心的是，2018 年饮
用水源水质良好，全市重点监测集
中式饮用水源地 34 个，水质达标
率 100%，其中Ⅰ类水的水源地 1
个，Ⅱ类水 21 个，Ⅲ类水 12 个。
饮用水源水华总体处于可控范围。

相比之下，海洋环境可能最让
大家担忧了。2018 年宁波近岸海

域富营养化程度总体较高，水质较
差，所有近岸海域海水均为劣Ⅳ类
水质，不能满足近岸海域水环境功
能要求，主要污染指标为无机氮和
活性磷酸盐。

声环境方面，2018 年，宁波
市区 （不含奉化区） 区域环境噪声
均值为56.1分贝，声环境质量属一
般。余姚、慈溪、奉化、宁海、象

山区域声环境质量均属较好，其
中，象山最为安静。

在自然生态环境质量上，2018
年，全市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较
好水平，生态环境状况指数 （EI）
为80.3，等级为优 （EI≥75），在全
省 11 个设区市中排名第 6。镇海
区、慈溪市、江北区生态环境状况
为“良”，其余各地均为“优”。

环境质量“体检报告”发布

去年市区重度污染天仅1天

蓝天碧水开始逐渐回归宁波百姓生活。 （冯瑄 摄）

记者 徐欣
江北区委报道组 张落雁
通讯员 卓璇

“像谭老师这样的同志既有工
作的高效率，又有对所处理的事情
认真负责到底的态度，真是不常
见，希冀得到发扬光大。”近日，
一封群众的表扬信寄到我市相关部
门，信中对江北区的一位“谭老
师”爱民为民的工作作风赞不绝
口。表扬信中提到的谭老师是江北
区委政法委政治处主任谭玉声，这
样的表扬，他身边的同事却并不感
到意外。

40 岁的谭玉声，现在江北区委
政法委工作。从一名普通刑警到政
法委干部，工作 16 年来，谭玉声一
步一个脚印地累积起了扎实的群众
工作基础，形成了一套“加减乘除”
工作法，用心赢得了群众的称赞。

加法：为群众多考虑些

写信的是年过六旬的沈师傅。
这封信的起因始于今年初，沈师傅
对其位于洪塘街道的房屋漏水、法
院判决等问题提出异议。得知该情
况后，谭玉声马上联系沈师傅，但
电话一直无人接听。今年1月11日
下午，谭玉声和洪塘街道两位工作
人员冒着大雨，照着沈师傅的联系
方式，寻摸了好几处，终于找到了
沈师傅。见到主动上门的谭玉声，
当时的沈师傅非常惊讶。在谭玉声
亲人般语调的劝说下，沈师傅终于
将住所漏水的苦恼一一诉说。谭玉
声仔细地做了记录，并许诺尽快给
他回复。

没过几天，谭玉声就协调联系
了街道、物业公司等单位的负责
人，来到沈师傅位于洪塘街道的住
宅中。谭玉声和专业的工作人员仔
细查看了房屋的漏水情况并拍照，
之后经过多方磋商达成了解决方
案。在这过程中，谭玉声设身处地为
沈师傅“据理力争”，终于调解出了
大家满意的结果：厘清物业费，物业
负责沈师傅房子的漏水维修。

接下来的几个月，谭玉声一直
关注着沈师傅家的维修情况，经常
打电话、发短信问候、了解，像关
心自己家人一样关心他。今年 5
月，沈师傅家终于维修完成，他特
地短信告知谭玉声，并表达了真挚
的感谢。两个人从当事人与调解方
的关系，转变成了朋友。喜爱读
书、写诗的沈师傅还邀请谭玉声阅
读他的新书。“法律是刚性的，感
情是柔性的，我要做的就是在公正
公平公开的基础上，多为群众考
虑。”谭玉声告诉记者。

减法：缩短与群众距离

谭玉声时刻把群众的事放在心
上，尽最大努力让群众办事少跑
腿、少费心。2015 年，因一起非
法集资案件，江北区一些群众蒙受
了经济损失，影响很大。为了尽可
能地帮助这些群众，谭玉声主动加
入居民代表组建的微信群，为群众
解惑，提供能力范围内的帮助，并
对一些群众进行及时的心理疏导。

由于经常晚上回复群众，谭玉
声休息不好，但是每一次耐心回
应，换来了群众对他满满的信任。

“通过无缝沟通，让我们更急群众
之所急，而他们也能体谅到警方工
作的难处。长时间相处下来，仿佛
成了一家人。”谭玉声如是说。

乘法：好作风凝心聚力

在得知这封表扬信后，谭玉声

一直强调，这是他应该做的。“我们
政法部门的同事碰到群众有困难都
会这么做的。”他告诉记者，他只是
江北“政法铁军”中普通的一分子，
很多同事心系群众，为了解决个别
群众的诉求数十次接待、调解、会
商，也有人连续一个月加班。

自担任政治处主任以来，公安
刑侦一线出身的谭玉声注重严抓纪
律作风建设，结合政法委工作实际，
尤为注重合作。“政法委要与政法各
家形成合力，要善于换位思考，形成
上下合力，还要与其他政府部门和
社会各界形成合力。对内强化队伍
素质，对外优化工作环境。”谭玉声
表示，为了树立良好工作作风，密切
联系群众，江北区一直组织广大干
警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家庭，
面对面地解决群众实际问题。

除法：消除隐患保平安

位于江北城乡接合部的甬江街
道河西村，外来人口众多，但由于
村集体收入相对薄弱，监控设备等
不足，存在着不少安全隐患。2018
年，谭玉声被派至负责联系河西村
的共建任务后，着手与村班子商讨
如何消除安全隐患。

谭玉声主动与相关部门联系，
协调为河西村争取到平安经费用于
加强基础建设、在重要路口路段安
装高清数字视频监控。“有了监
控，再也不用担心电动自行车被偷
了。”村民们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
地。不仅如此，村里还探索建立了
完善的网格管理模式，实现了村域
内管理动态全覆盖。

此外，谭玉声和同事针对村民
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加大群租
房、环境卫生整治力度，帮助建立
了平安志愿者队伍，定期对辖区进
行巡逻，有效地防范了不安全事件
的发生。如今，河西村环境面貌、
村风民风焕然一新，村民安全感、
满意率大大提升。

一封表扬信揭示“谭老师工作法”——

用真情实意同百姓打交道

谭玉声 （左一） 积极帮助河西村共建。 （徐欣 摄）

本报讯 （记者王晓峰 通讯
员王永辉 徐逸波） 昨天下午，
全市推进“无证件 （证明） 办事
之城”改革工作会议召开。记者
从会上获悉，我市将推进“减证
便民”行动，全面清理取消无法
律法规依据的证明，使民生事项
能“一证通办”，全力打造“无证
件 （证明） 办事之城”。

我市实施“最多跑一次”改革
3 年来，群众和企业办事的简便
化、智能化程度不断提高，便民惠
民的改革预期基本实现。但是，群
众办事过程中，“忘带证件或者证
明材料就办不了事”以及“为了打
证明在政府部门间多头跑、来回
跑”等问题还是不同程度存在。

会 议 指 出 ， 打 造 “ 无 证 件
（证明） 办事之城”是全面深化
“最多跑一次”改革的重要方向，
依托信息科技手段，能最大限度
推进“减证便民”，解决好“我证
明不了我”、过多过滥“重复证
明”等突出问题。

记者从会上获悉，我市在打
造“无证件 （证明） 办事之城”
上有较为深厚的基础。我市是全
国最早探索实践“无证件办事之
城”的城市。从 2017年开始，市
公安局依托“阿拉警察”APP，
研发推出“证照电子化”应用功
能，在全国率先探索了一套互联

网环境下的身份验证新模式。余
姚市政府创新实施政务服务领域
无证明工作，累计取消证明 498
项，分 3 批向社会公布无需办事
群众和企业提交的证明事项，并
向水、电、气、通信、金融、保
险等公共服务领域覆盖，向镇村

（社区） 延伸。
按照会议部署，我市将在证

照电子化上求突破，把电子证照
种类从以公安类证照为主，向政
府类证照全面扩展。今年年底前
再引入结婚证、社保卡、电子居
民健康卡、低保证、道路运输
证、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律师
证等 9 种电子化证件。同时，还
将大力拓展应用场景。届时会将
证照电子化应用推广至全市所有
行政审批服务窗口和自助终端，
并深化延伸至社会民生关键领域。

预计今年年底前，全市行政
审批窗口办事、汽车年检、考试
报名等实现应用，在出租房屋管
理、银行业务办理、寄递业登
记、小区物业管理等试点，并积
极延伸水、电、气、通信、保险
等公共服务领域。而到 2020年 11
月底，全市 50%审批办事事项力
争实现“无证件办事”。

此外，我市将在清理整治证
明事项上下功夫，清理掉那些无
法律法规依据的现行证明事项。
而对依法保留的证明事项，按照
不让群众和企业多头跑腿打证明
的工作目标，将普遍采用共享、
核实、替代、承诺等措施实现

“无证明”办理。

宁波将打造
“无证件（证明）办事之城”

本报讯 （记者殷聪 通讯员
黄芳）“原先办理不动产登记，一
套完整的流程下来至少需要房产
证、户口本、结婚证、身份证等
证件 10 余份复印件。现在好了，
无需携带任何复印件就能在窗口
一站式办理。”昨日，到鄞州区行
政服务中心办理业务的小王惊喜
地发现，到行政服务中心窗口办
事时已无需向窗口提交各类证明
材料的纸质复印件。

减材料，降负担，鄞州从去
年 7 月起，在不动产办理服务区
以及人力社保办理服务区试行复
印件清零行动，目前已推广至商
事登记区、民生事务服务区、公
安事务区等 8 个服务区的所有窗
口。

今后，鄞州企业、群众办事
无需再向窗口提交各类证照材料
的纸质复印件或扫描件，因法律
法规规定仍需留存复印件的，窗
口工作人员也将通过配置高拍
仪、信息共享等手段，由办事窗
口自行拍照或复印留存，实现企
业、群众复印件零收取，复印费
零支出。

据 介 绍 ， 鄞 州 启 动 的 复 印
件清零行动是该区深化“最多
跑一次”改革，打造“无证明
城区”的缩影。今年 5 月，鄞州
在去年全面梳理权力清单和事
项 库 推 动 “ 减 事 项 、 减 材 料 、
减时间”基础上，实现了办事
材料的再精简，承诺时限的再
缩短。截至目前，鄞州已精简
行政审批事项 556 个，142 个审
批事项由承诺件变即办件；取
消 361 项材料，其中取消 124 项
证明材料、24 项意见材料；减
少 承 诺 办 事 时 间 4373 天 ， 与

“ 八 统 一 ” 标 准 相 比 平 均 提 速
89%；全区 21 个镇街道也已部署
推广“无证件办事”改革，减
证便民加快向基层辐射。

下一步，区审管办将继续通
过整合数据、完善平台等手段，
最大限度精简证明材料，推动

“无证明城区”由审批向公共服务
领域延伸，由部门向镇 （街道）、
村 （社区） 延伸，不断扩大“减
证”范围，让更多办事企业、群
众享受“最多跑一次”改革带来
的红利。

鄞州全面启动复印件清零行动

本报讯（记者陈青） 近日，中
国寓言文学研究会儿童文学专业委
员会正式成立,我市著名作家王路
任副秘书长。

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创立于
1984 年，系民政部注册登记的国家

一级学会。首任会长为著名学者、教
育家、军歌词作者公木，现任会长为
著名学者、作家、出版人孙建江。中
国寓言文学研究会儿童文学专业委
员会将致力于儿童文学的创作研究
发展，借助寓言这一古老文体的影

响，争取儿童文学的新进展新作为。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吴然、著名童书
出版人陈效东任顾问，著名儿童文
学作家徐鲁任会长。

王路现为国家一级作家，中国
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协儿童文

学创委会副主任，出版传统文学
30余部400余万字，网络文学1400
余万字，多次获冰心儿童文学新作
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浙江省优
秀文学作品奖、浙江省青年文艺之
星提名奖等重大奖项。他曾为我国
第一个诺贝尔女科学家屠呦呦创作
个人传记 《屠呦呦：理想治愈世
界》，创作的 《动物特战队》 系
列、《奔跑吧，少年》 三部曲等，
总销量破百万册。

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儿童文学专业委员会成立
我市作家王路任副秘书长

聚焦“最多跑一次”改革

本报讯 （记者俞永均） 昨
天，泰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泰国
商业部国际贸易促进厅在宁波举
办了泰国曼谷国际物流展览会推
介会，邀请宁波物流企业前去参
展。据悉，该展会将于8月28日
至 30 日举行，预计到会专业客
商超过万人。

泰国曼谷国际物流展览会是
东南亚地区规模最大的国际物流
贸易展览会，已成功举办14届。据
介绍，今年的国际物流展展出面
积近万平方米，目前已有来自物
料搬运和仓储设备、物流服务和

供应链、安防等领域的400多家企业
报名参展。泰国物流联合会副会长
THONG TANGSRITRAKUL 表
示，物流是泰国最重要的四大支柱
产业之一，未来发展潜力巨大。

据 市 商 务 局 统 计 ， 2018 年 ，
我市对泰国进出口总额为 24.03 亿
美元，比上年增长 36.3%。泰国驻
上海总领事馆商务领事庄艳兰表
示，得益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推
进，近年来泰中两国贸易关系持续
向好，“十分期待宁波企业通过参
展拓展泰国市场，深化双方在物流
产业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泰国国际物流展邀甬企参展
去年宁波对泰国进出口额增长逾三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