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老入住咨询◆“医养结合，健康养老”

慈溪恭和苑内设医疗/养护部门，毗邻
古塘街道城区卫生服务中心 （医保定点），
搭建 24小时紧急急救体系及院内长辈就诊
绿色通道。

◆“专业护理、品质服务”

慈溪恭和苑的护理人员均经过正规培
训上岗，据评估等级为您提供个性化照护
服务。

◆“社工服务、接轨国际”

引入专业“社工”服务理念，为在院
长辈创建丰富社交娱乐活动。

◆“高端品质、信赖之选”

慈溪恭和苑是宁波市一家“医养结
合”试点养老机构，隶属乐成集团，是全
国直营的连锁健康养老服务品牌，为老年
人提供医养结合、以养为主的健康养老专
业服务；公司以“创造人人向往的老年生
活”为发展愿景，替子女尽孝道，给长辈
品质晚年生活。

0574—63202999
400—818—7000

周年庆特惠活动通知（8月）：
1、75 岁以上长者可享受五天四晚免费体验，
为您开启新的养老生活
2、天气炎热不害怕，恭和专车护送您回家
3、周年庆期间办理长住，可享受折扣优惠

详情请电询

养老官网：http:www.ycsenior.com

养老地址：慈溪古塘街道北三环清源路75号

（会展中心西大门往西200米）

公交路线：15路/273路：家电会展中心站

3路/230路：家电会展中心南站

5路：界牌新村 （东界牌桥） 站

本机构招聘岗位：护士、护理员、切配

工，详情请电询0574-63873006

选保姆还是送恭和苑？体验后再选择

乐成养老——恭和苑周年庆邀您免费体验品质养老生活

扫码关注“慈溪养老”客服号
实时解答您的养老问题

慈溪恭和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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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基层

本报讯 （记者黄合 通讯员
钱晶莹） 服刑期间，竟然还能同时
享受低保待遇？几个月前，海曙区
纪委区监委办理案件中发现，某社
区办理低保的社工刘某玩忽职守，
未仔细审核申请人的资格条件，违
反规定允许他人冒名代办申请手
续。

其他乡镇街道是否也存在类似
的错保、漏保甚至“关系保”“人
情保”的情况？除了低保对象识别
认定环节，其他管理环节特别是资
金拨付、使用等重点环节是否存在
违纪违法问题？随即，海曙区纪委
区监委向区民政局下达了纪检监察
信访建议书，要求在全区开展村

（社区） 低保问题专项治理，对已
去世、已享受社保和首次就业后收

入超标的 192 户 266 人低保对象予
以及时清退，责成相关乡镇街道全
额追回低保金。

从具体人、具体事入手，举一
反三整改问题。按照市委主题教育
要求，我市重点开展扶贫及帮扶、
民生领域不正之风和侵害群众利益
问题的专项整治行动，将扶贫及帮
扶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教育医
疗、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征
地拆迁、“三资”管理等方面侵害
群众利益问题，损公肥私、以权谋
私、办事不公等发生在群众身边的
不正之风和“微腐败”问题等五大
类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作为整
治重点，开展集中“亮剑”整治。

“村干部占着集体土地造房
子，我们住房困难户反而得不到建

房指标”“都告了近一年了，就是
没人管”……7月18日，余姚市纪
委市监委在开展对群众信访件的调
查后，对马渚镇姚家村村主任谢某
违规建房问题作出严肃处理，其因
违规建房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7 名包括镇执法管理直接负责人、
村党组织书记等在内的镇村干部也
被问责。这起历时一年半未得到有
效处置的侵害群众利益问题，终于
得到了圆满处置。

在村民身边，是否存在类似的
情况？是否还有这样以权谋私、损
公肥私的情况在继续发生？在查处
个案的同时，余姚市纪委市监委会
同相关部门在余姚全市范围展开专
项整治，今年7月以来共对55起非
法占用集体土地并违规建房问题作
出处理，对 3名党员干部作出党纪
处分，以实际行动回应群众关切，
切实维护好村级集体利益。

将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找出
来，将影响其产生的根子问题挖出

来。针对村级老年协会资金账户未
纳入村集体核算、在监管上存在盲
区的情况，宁海正在开展全面清理
村级老年协会账户专项整治行动，
村级老年协会资金和收入全部移交
村集体，全面规范村级集体老年协
会资金资产管理。

截至目前，按照初步专项整治
的成果，宁海县 427个村社中已有
414 个完成了对村级老年协会的整
治，清理注销村老年协会账户 148
个，移交资金总额约 1000 万元，
进一步堵上了挪用、滥用、权属不
清等廉政风险的漏洞。

据悉，自专项整治行动开展以
来，我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加大监
督执纪问责力度，同时坚持以案为
鉴，通过已查处的案件深挖所在领
域在监督制约、体制机制等方面存
在的问题，助推源头治理。今年 1月
至 7 月，我市共查处群众身边不正
之风和腐败问题 123 起，处理 165
人，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84人。

从具体人具体事入手开展专项整治

我市向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亮剑” 记者 董小芳 通讯员 庄一新

8月8日上午10时30分，宁波市医疗中心
李惠利医院东部院区住院部，刚刚走下手术台
的肝胆胰二病区副主任华永飞，如往常一般来
到病房，查看患者的恢复情况。

“这下你们可以放心了吧，手术很成功，过
几天就能出院了。”来到一个刚刚做完胆囊切除
手术患者的病房，华永飞笑着对患者家属说。

一旁的家属略显尴尬地笑了笑，心中满是
感激。原来，就在手术的前一天晚上，患者的
女儿小吕拿了一个红包悄悄塞给华永飞，没想
到碰了壁。

“治病救人是医生的职责，任何一个病人，我
们都会平等对待。红包我是不会收的，手术你就
放心好了。”这不是华永飞第一次对患者家属这
样说，类似的情况在该院也绝非个案。“严禁接受
病人及家属、药品器械供应商、后勤物资供应商
的红包、吃请、财物或者安排的旅游、健身、娱乐等
活动”，是该院编订的职工“八项规定”的第一条。

据统计，从去年8月至今，该院两个院区
共有278人次退还礼金礼卡60多万元。

数据背后，是医者廉心，更是该院建设清
廉医院的决心。

“清廉医院建设关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
益，是推进清廉宁波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更
是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权益的迫切需要。”宁波市
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党委书记柯春海说，本着
谋人民健康之福、解群众疾病之苦的宗旨，去年
8月，该院深入开展清廉医院建设，将清廉元素
充分融入医院的各项工作，压实责任，层层分
解，落实“年初明责、平时督责、年终评责”的动
态管理，积极打造党风清正、院风清朗、医风清
新的清廉医院。

打造清廉医院，首先要盯紧“重点岗位”
“重点领域”。

该院对采购中心、设备科、药剂科等 9 个廉洁风险较高的重点岗
位，创新施行“一单两制三化”管理，即一份履责清单，正面清单和负
面清单两份制度，履责清单化、追责明晰化、督责常态化的管理常态。
同时，创新制定 《医院院内议标专家库及专家管理办法》，规范议标采
购；通过专管员实时预警提醒、耗材使用病例点评追踪等举措，规范耗
材监管。定期开展廉情分析，加强监督管理，推动整改落实。

“个性化的履职清单、不定期的专项内审检查等，督促我们时刻把好
‘守门关’，最大限度降低廉洁风险。”该院东部院区设备科长俞丽云告诉记
者，仅以东部院区设备采购为例，去年8月至今，已节省资金900多万元。

打造清廉医院，更要查漏补缺筑牢“防护网”。
该院一方面对所有的公权力进行排查，梳理出 27个风险点，并依

此制定出 50个权力运行流程图，提出了 73条防控依据和措施；另一方
面，以问题为导向，施行“网格化监管”，实行院内议标专家管理，开
展“廉洁查房”，加强正风肃纪督查。2018年 8月至今，该院已开展巡
查78次，发现问题并提出整改措施70余条。

“此外，我们还采用‘预防式’‘分层式’‘渗透式’的教育模式，
紧密结合行业特点，开展职工喜闻乐见、形式多样的清廉文化活动，在
潜移默化中不断增强医务人员的廉洁自觉。”该院纪委书记李志红介绍。

东部院区门诊大厅里的廉政文化长廊、电子屏上的出诊专家“清廉
代言”、电脑屏幕上的廉洁语录、科室墙上的规范制度、病房走廊上的
清廉誓言、微信上的“清廉夜话”、胸牌上的纪律提醒……无处不在的
廉元素，记录着清廉医院建设的决心和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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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作为好干部

记者 黄合 实习生 盛林缘
通讯员 徐逸波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时
时刻刻奋战在各个岗位，默默无闻
地守护着这座城市，竭尽所能为市
民营造安居乐业的环境。他们就是
平安“守护神”——人民警察。

市公安局反恐怖支队副支队长
姚志伟便是其中一个“幕后英雄”。

坚守“没有掌声”的岗
位25年

待过基层、做过行政、干过破
案、再涉反恐。1973 年出生的姚志
伟已经从警25年。

姚志伟说，得知自己选了警察这
个职业，父母就一直叮咛他，即使牺牲

流血，也要对得起自己的制服和警徽。
在宁波反恐支队里，姚志伟是

老民警了。伴随着国际反恐形势的
愈加复杂以及国内对反恐工作的日
益重视，他找到了施展才华的舞台
——做好反恐宣传工作的“推手”，
守好宁波反恐领域暴恐案件“零发
生”的底线。

“很多人对于反恐的认识，始于
‘9·11事件’，但对于自防自救却缺
乏必要的常识。对此，我们和各个部
门合作加强反恐宣传教育，通过不
同规模的疏散演练、逃生演练，让更
多普通人在危险来临之时可以自我
保护。”姚志伟说。

由于工作性质等原因，姚志伟
从警的前 20个年头从未立功受奖，
但这并不妨碍他在“没有掌声”的岗
位上不断攻坚、不断创新。

“我们不像其他警种那样冲锋
在前，而是通过做好每个基础性的
环节，为整个社会有序运行留下经
验和财富，我想这也是这份工作的
价值所在。”姚志伟说。

全民动员，部门联动
夯实反恐根基

“反恐工作不仅是公安一家的
事情，更是涉及全民动员的系统工
程。在和平年代，很多职能部门不一
定有这样的意识，我们要做的就是
进行充分的协调沟通，将工作做在
前头。”姚志伟说。

从事反恐工作，让他比一般民警
具有更强的政治敏锐性，跳出公安看
反恐，姚志伟总是走在和不同单位沟
通接洽的路上，争取早日建立健全反
恐网络，不留任何盲点和空白。

为了加强反恐工作，姚志伟主
动深入学校进行蹲点调研，形成 2
万字的调研材料，探索学校反恐宣
传教育工作的创新做法，同时结合
教育工作的实际，手把手建立起一
套常态化运行机制，该经验做法在

全国相关领域得到推广。
“一开始，由于认识的问题，难

免会碰到一些不配合、不支持的情
况。但经过我们反反复复沟通对接，
最终形成涉及40多个成员单位跨部
门的反恐宣传教育网络，越来越多
的政府部门和社会主体意识到这项
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姚志伟
说。

在宁海县客运中心建成全省首
家实体化反恐宣教基地，填补反恐
领域防范宣传教育实体平台的空
白；制作完成 12部反恐应急处置系
列教学片，成为全省反恐应急处置
领域改革创举；建设完成包含 15个
精品课程的反恐课程体系，成为市
公安局首个专业性课程体系……

近年来，在姚志伟的带领下，该
支队创立多个“第一”，也捧回了集
体一等功等诸多荣誉。

“人民警察是一个团队，发挥的
是整个团队的作用，而不是靠单打
独斗。”姚志伟表示，目前宁波正在
全力推进反恐工作，走好群众路线，
传承“枫桥经验”，让更多群众参与
其中，夯实整个社会的反恐根基。

平安宁波的“幕后英雄”
——记市公安局反恐怖支队副支队长姚志伟

本报讯 （记者龚哲明 通讯
员厉明霞 实习生沈静泼） 中共
中央组织部编选的 《贯彻落实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在改革发展中攻坚克难案例》
丛书出版发行，我市探索开展的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实践创新案例
入选在政治建设篇章中，系我市
目前唯一入选案例。这是记者昨
天从市委统战部得到的消息。

目前，民营企业已成为宁波工
业经济发展的绝对主体，民营企业
数量占各类市场主体95%以上，贡
献了80%以上的工业产值。如何优
化营商环境，助推民营经济发展，
一直是市委统战部、市工商联探讨
研究的重要课题。

去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

话，强调不断为民营经济营造更好
发展环境，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市委统战
部、市工商联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
部署要求，迅速行动起来，从区县

（市）、乡镇（街道）、社区、企业四个
层面试点探索开展亲清新型政商
关系的实践创新工作。区县（市）层
面，宁海县开展亲清家园建设、余
姚市开展亲清文化培育；乡镇（街
道）层面，古林镇、莼湖街道、骆驼
街道依托商会服务中心建设亲清
家园，江北白沙街道开展亲清文化
培育；社区层面，新碶街道大港社
区、大碶街道灵峰社区建立“亲清
管家”，推进“店小二”“保姆式”服
务；企业层面，吉利汽车、麦芽公司
加强“清廉民企”建设。

中组部编选十八大以来攻坚克难典型案例

我市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做法入选

本报讯（记者张燕） 这几天，
慈溪桥城姐妹饭店重整后厨“老店
新开”。想起一个多月前自砸后厨
的情景，老板张晋铭只说了一句：
既然要改，就好好改。

张晋铭的举动来自市场监管部
门的一张“红黑”榜单。7 月中
旬，慈溪市市场监管局城区执法人
员对当地主要路段餐饮单位进行突
击检查，发现桥城姐妹饭店后厨不
但地面有较多垃圾，垃圾桶未加
盖，而且物品摆放凌乱，操作人员
未穿戴工作衣帽，冰箱门和食品操
作台面均油腻不堪，甚至有酱鸭翅
等熟食摆放在地上。

根据检查情况，执法人员责令
该店停业整顿，并将其列入餐饮

“红黑榜”的“黑榜”进行曝光。
面对检查结果，张晋铭深感懊

悔。他的饭店虽然规模不大，但也
有三层营业面积，能摆上十七八
桌，一天的营业额有数千元，是一
家人的生计。“被曝光已是事实，
如何整改履行经营者的食品安全责
任，是我现在该做的。”

当晚，张晋铭在店里思考良久
后，拿起锤子开始自砸后厨。第二
天，他请来设计师对厨房重新设
计，并投入 20 万元，购置了必要

的设备，彻底装修了厨房，对从业
人员重新进行上岗培训。经过整
改，桥城姐妹饭店设施设备齐全
了，厨房卫生整洁了，日常操作规
范了，饭店厨房面貌发生了根本性
改变。张晋铭还在后厨安装了摄像
头，将后厨情况直接在前台进行展
示，实施“阳光厨房”管理，随时
接受消费者监督。

今年 6月，我市在象山率先推
出餐饮食品安全“红黑榜”社会公
示，目前这一做法已在全市推广。
两个月来，全市各地通过市场监管
部门公众微信号和各地媒体转载，
已 累 计 发 布 餐 饮 “ 红 黑 榜 ” 28
期，共有 113家餐饮单位进入“黑
榜”，其中已有 66家完成整改，部
分已退出经营。

饭店老板连夜挥锤自砸后厨
“红黑榜”压实餐饮店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