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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最多跑一次”改革

广 阔

为省掉餐厨垃圾分类投放的
麻烦，有的家庭购买了一种安装
在下水道处、具备粉碎功能的机
器，专门处理餐厨垃圾。这种

“餐厨垃圾粉碎机”，在上海和广
州这两座已实施垃圾分类的城市

“不受欢迎”，上海相关职能部门
负责人表态“不鼓励”，广州则拟
出台政府规范性文件禁止使用此
类设备 （7月3日《羊城晚报》）。

“餐厨垃圾粉碎机”的工作原
理很简单，就是把餐厨垃圾粉碎
以后，直接由家里的下水道排
出。近期，淘宝等网络平台上，
这款机器热卖，除了 1000多元一
台的国产货，也有四五千元一台
的进口产品。表面上看，有了这
一厨房“小帮手”，再也不用发愁

餐厨垃圾干湿难分，不分又不行
的问题了。然而，这样做会引发
很多问题，而使用此类设备，也
是在和国家大力倡导的垃圾分类
唱对台戏，消解垃圾分类的价值
和意义。

首先，这种设备让餐厨垃圾
变为细小颗粒，极易沉淀在下水
管道中，且餐厨垃圾往往带有油
脂，粉碎以后油脂容易黏附在管
道内，堵塞排水管道，也容易生
成沼气，造成隐患。其次，分类
后的餐厨垃圾，其中无法直接回
收利用的，被加工以后，能变成
可以利用的肥料；而居民利用机
械私自打碎以后，废物仍旧是废
物，无疑是资源的浪费。

垃圾分类说到底是个习惯问
题，开始可能会不适应，等习惯
成自然了，也就没有什么问题
了。对于购买“餐厨垃圾粉碎
机”这种小聪明，居民还是不要
有的好。实行垃圾分类的城市，
也可以像广州那样明确不鼓励使
用甚或禁用。

餐厨垃圾粉碎机还是不要好

本报讯 （见 习 记 者张凯凯
通讯员范奕齐） 昨天，《宁波市生
活 垃 圾 分 类 投 放 指 南 （讨 论
稿）》（以下简称 《投放指南》）
出炉。与之前的版本相比，此次
不仅对即将实施的 《宁波市生活
垃圾分类管理条例》 中各类垃圾
所含废弃物进行了细化，还列举
了产生频率高或容易混淆的废弃
物。

据市生活垃圾分类领导小组
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该讨论
稿已是第三个版本，对各类垃圾
的投放要求作了具体说明。记者
注意到，贝壳、动物大骨、毛发
等不少容易混淆的废弃物，均能
在 《投放指南》 的生活垃圾分类
目录明细表中找到对应的归属。

“例如，厨余垃圾从产生时就应与
其他垃圾分开归类，而且要先滤
去垃圾中的水分后才能投放。”市
厨余垃圾处理厂厂长王侃说，“厨
余垃圾处理手段主要是干式发
酵，湿度过大将不利于厨余垃圾
产生沼气和有机肥料。”

对于一次性纸杯不可回收而
牛奶盒可回收的问题，“搭把手”
再生资源回收平台CEO闵亚军给

出了清晰的解释：“这主要是遵循
经济原则，牛奶盒相对于一次性
纸杯而言，是优质的纸浆来源，
利乐包装在生产的时候已经考虑
到回收，多数是六层复合纸。一
次性纸杯为了防水，表面涂了一
层聚乙烯薄膜，导致纸杯不可回
收。”此外，像外卖餐盒、食材托
盘等塑料包装都是优质的塑料原
料，只要清洗得当，都有回收利
用的价值。

据了解，《投放指南》此次面
向公众开展为期一周 （截至 7 月
11 日） 的讨论，并将于本月正式
实施。“市民可以通过关注‘宁波
垃圾分类’微信公众号查询垃圾
的具体分类方式，如果有意见或
建议，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后台
进行提问互动。”市分类办相关负
责人说。

一次性纸杯不可回收
牛奶盒可回收
《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指南（讨论稿）》昨亮相

本报讯（记者俞永均 通讯员
魏文志） 我市民营服务业企业对

“最多跑一次”改革成效有着较高
的认可度。记者昨天从市统计局获
悉，全省民营企业发展环境调查问
卷最新数据显示，在“你对所在地
区的‘最多跑一次’改革成效如何
评价”中，表示“满意”的企业有
246 家，选择“较满意”的有 259

家，两者合计占全部有效样本的
94.9% ； 选 择 “ 不 了 解 ” 的 有 7
家；选择“不满意”的只有3家。

本次调查，我市被抽中的有效
样本共有 532 家民营服务业企业。
在“最多跑一次”改革的众多选项
里，“你对当地政府重视民营企业
的程度如何评价”中，表示“重
视”“较重视”的分别为 210 家和
242 家，占全部有效样本的 39.5%
和 45.5%；选择“不重视”的有 17
家，仅占有效样本的3.2%。

去年以来，我市密集出台了降
本减负 15 条、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80 条等精准扶持措施，同时召开
全市民营经济发展大会，努力为民
营企业发展营造更加法治化、国际
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调查显
示，宁波各级政府部门在支持企业
发展、敢于深化改革方面得到企业
的认可度较高。在“你认为当地政
府机关在支持企业发展方面，敢于
深化改革的情况如何”中，选择

“好”“较好”的共有 433家，占全
部有效样本的 81.4%；选择“一
般”的有63家，占比仅为11.8%。

来自市跑改办的信息显示，截
至 2018 年底，宁波 1298 项审批服

务事项实现“最多跑一次”全覆盖
和“八统一”标准全覆盖，其中
1234 项审批服务进驻行政服务中
心，进驻率达到 99.2%。今年，为了
让企业群众办事更加便利，我市将
继续加快“最多跑一次”改革，提升
全城通办和“掌上办”“网上办”事
项。其中，8月底前宁波将提升“跑
零次”事项比率在90%以上。

得益于越来越好的发展环境，
民营企业对“最多跑一次”改革的认
同感显著增强。在“重视民营企业的
程度”评价方面，选择“较重视”以上
的样本企业比重高达85%。

“最多跑一次”改革成效如何？

宁波94.9%被调查民企表示满意

记者 王晓峰 通讯员 张旭

从当初的贷款创业，到如今集
团总资产达 75 亿元；从老旧简陋
的小仓库，到拥有两幢自主建造的
集团大楼；从单一的房地产开发，
到拥有城乡建设服务、国际金融贸
易、健康环保科创、有机农业等产
业的 20 多个全资子公司，1500 余
名员工……他叫丁国年，国骅集团
董事长，是一名从军营里走出来的

企业家。他通过自身的努力和拼
搏，用 27 年时间，在甬城商界书
写了别样的精彩。

丁国年出生在鄞州宋严王村一
个普通农村家庭，是家中长子。
1976 年，20 岁的他参军入伍，一
去就是 11 年。在部队里，丁国年
面对过生离死别，经历过战火硝
烟，磨炼出了钢铁般的意志和百折
不挠的精神。

1981 年，作为指挥排排长的他
随团开赴中越边境参加对越自卫反
击战。他所在的部队布防在广西宁
明凤凰镇凤凰村，向南几百米，跨过
明江就是越南，十分危险。

那一年，丁国年 25 岁，写好
了请战书和遗书，义无反顾地奔向

前线……
1986 年底，丁国年响应国家

大裁军号召，服从安排转业回到宁
波，到基层单位做了一名公务员。
在基层摸爬滚打的那几年，他始终
保持军人的优良传统和过硬作风，
严格自律，敬业尽责，轻纺城的建
成就有他的一分心血。而这个项目
的成功，也是促使他放弃“铁饭
碗”下海经商的一个重要因素。

瞒着家里人，顶住各方压力，丁
国年开启了自己的创业之旅。军旅
生涯磨炼出来的顽强意志和吃苦耐
劳的精神，让丁国年在没有资本、没
有业务的困境中突围而出，和一群
志同道合的伙伴创立了国骅集团。

在国骅成长的路上，丁国年一

直坚持做三件事：一，以军事化方
式管理企业；二，帮助退伍军人；
三，做慈善公益事业。在丁国年亲
手制订的企业“一八”文化中，处
处可以看到军营文化的痕迹——每
周定期组织全体员工操练军体拳、
每年一次全脱产的高规格军训、

“八大军规”……
丁国年积极帮助退伍军人解决

就业问题，公司成立至今，已吸纳
了百余名“老兵”。他还热衷慈善
事业：赈灾救援、扶贫帮困、兴教
助学……截至 2018 年，国骅集团
慈善公益支出光现金就超过 2.6 亿
元。丁国年也被评为浙江省十大慈
善之星、2014 感动中国十大慈善
人物。

丁国年：创业路上，不忘拥军

昨天，候车乘客在公交联丰首
末站参与垃圾分类投放游戏。当天
起，市公交总公司服务稽查大队党
支部的蒲公英党员小分队分别到各
大公交站点，引导乘客精准投放垃
圾。

（胡建华 钱玉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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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昊） 昨日，
副市长陈炳荣会见了泰国驻华大
使毕力亚·针蓬一行。

陈炳荣说，宁波与泰国之间
的交流交往一直十分广泛，希望

进一步深化双方经贸合作，扩大
泰国优质农林产品进口，鼓励更
多的宁波企业到泰国投资创业，
欢迎更多泰国企业家来宁波投资
兴业。

市领导会见泰国客人

本报讯 （记者李磊明） 昨日
上午，2019 宁波发展论坛 （夏季
会） 在城市展览馆报告厅举行。

中国艺术研究院原院长、中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原主
任连辑，上海现代城市更新研究
院理事长俞斯佳，著名甬籍旅美
艺术家盛珊珊等专家学者，围绕

“城市更新与城市设计”主题，深

入探讨城市转型发展的方向和思
路，分享上海、杭州等地在城市
更新与城市设计方面的探索与思
考，为推动宁波城市转型发展建
言献策。论坛由市政府主办，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社科院

（社科联） 等承办，佛罗伦萨 （中
国） 国际设计双年展组委会、宁
波发展战略研究会等执行承办。

宁波发展论坛（夏季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余建文 通讯员
许犇） 巧借深圳一块地，创建集异
地研发孵化、驻地招商引智于一体
的桥头堡。前天，奉化区政府与深
圳移盟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奉化凤麓
企业孵化器 （深圳） 合作运营协
议，标志着奉化区首个科技创新

“飞地”项目正式投运。
深圳移盟投资有限公司多年来

致力于新材料、医疗健康、教育等
高科技领域的投资，至今已孵化培
育了 30 多家高科技企业。这些企
业集聚了大量人才和科技成果，有
的已快速实现产业化，如奉化去年

引进落地的瑞凌新能源、锋成纳米
两个项目。

根据协议，深圳移盟投资有限
公司具体负责凤麓企业孵化器（深
圳）的日常管理和运营，招引企业入
驻，搭建高端人才信息平台，并协助
开展科研院所与企业的人才、技术

交流合作。此外，公司所设立的基
金，将优先对孵化器入驻企业进行
投资，促进入驻企业快速孵化，并到
奉化落地发展。通过“飞地”项目，奉
化借脑研发、柔性引才，促进更多科
创成果在奉化实现产业化，推动区
域经济向智能经济转型升级。

借脑引智提升产业能级

奉化首个科技创新“飞地”项目投运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通讯员
陈佳雯 陈挺）“报告！前方一艘
渔船很可疑。”“收到！请报告具体
位置……”前几天，象山船老大何
友成驾驶浙象渔 50166号船，从石

浦港驶出，在附近海域开始了他的
首次巡航之旅。在开渔期，有着
30 余年捕鱼经验的老何是一名捕
鱼人；在休渔期，他又成了一名护
渔人。

自 5 月 1 日进入全面休渔期以
来，象山进一步织紧伏休监管网
络，创新监管模式，鼓励休渔在家
的渔民参与巡航，成为护渔志愿
者，壮大海上护渔巡航力量。

招募公告发出后，船老大们积
极响应自荐。经过筛选，包括何友
成在内的40名渔民及8艘渔船最终
入选，组建了象山首支渔民护渔船
队。

“成为护渔船队的一员，我觉
得很光荣，我们祖祖辈辈靠海洋生
活 ， 保 护 渔 业 资 源 是 应 尽 的 义
务。”何友成说，这是他和其他成
员这么多年来，第一次不为生产作
业而出海。

渔民变成了护渔队员，生产作
业变成了巡航检查。在接下来的休
渔期，护渔船队将配合渔政执法船
艇，开展专项巡查、违规侦查、协
助看管等工作，计划巡航 9 个航
次，每航次执行任务 3天，充分发
挥了解海上违规作业时段、区域的
优势，主动充当渔政执法的“手和
眼”。

同时，护渔船队将配合开展
法 制 宣 传 、 违 规 渔 具 清 理 等 行
动，确保伏季休渔期海上安全稳
定。

“护渔船队保护海洋环境和海
洋资源，配合参与执法行动，对渔
业工作能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同
时，通过船老大和渔民之间互相宣
传，提升大家对渔业资源和生命财
产安全的保护意识。”县海洋与渔
业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李智广
说，组建护渔船队是该县构建“专
群结合”海上执法模式的新尝试，
从而形成共管共查、全民护渔的常
态化资源养护管理机制。

从捕鱼人到护渔人

象山组建首支渔民护渔船队

昨日，鼓楼商圈党委、苍
水社区党委在海曙区党章学堂
举行“红色家书传递清廉家

风”主题党日活动。党员们重温入党誓词、诵读红色家书、书写家风家
训，受到了一次心灵的再洗礼和党性的再教育。（刘波 沙燚杉 摄）

红色家书传清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