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余建文 通讯员
计立存 李传斌） 前晚，渔政执法
船“押”着一条渔船回到象山石
浦港，工人们利用滑道将一箱箱
鲐鱼送上码头。当地几家冷冻厂
负责人到现场验货后，开始竞价
拍卖……

之前两天，市农业农村局渔
政支队经过连续奋战，一举查扣 4
艘 非 法 运 输 、 转 载 渔 获 物 的 渔
船，收缴非法渔获物 39 万公斤。
支队负责人介绍，船上的这些鲐
鱼、带鱼、黄鲒等，是违规作业
的拖网渔船捕获的，鱼体表面有
明显的渔网刮擦痕迹，一看便知
属于非法渔获物。按照规定，这
些依法收缴的渔获物被拍卖后，
暂入冷库保存，等到 9 月 16 日全
面开渔后才能上市销售。拍卖款
尽数上缴国库。

8 月 1 日，我市有 1900 余条渔
船结束休渔出海作业，而个别还
未到规定开渔期的拖网渔船，夹
在当中溜出去，“混水摸鱼”，牟
取非法利益。从本月中旬起，全
市渔业部门海陆联动，围绕“一

线两港两湾”（禁渔线、象山港、
石浦港、杭州湾、三门湾），开展
海上高压严查严打以及清港夜袭行
动。

半个多月来，全市渔业部门出

动执法人员 2142 人次，开展海上
执法检查 293 次，航程 5934 海里，
检查渔船619艘，立案44起，清剿
涉渔“三无”船 27 艘。其中移交
公安机关案件 7起 7人，18艘违规

渔船被公开通报，记分处理违规船
长船东 11 人。象山一渔民无证驾
驶“三无”橡皮艇非法载客钓鱼，
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 10 天，
罚款500元处罚。

39万公斤非法渔获物就地拍卖
暂入冷库保存，全面开渔后才能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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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邵家艳 吴燕飞

“简直比看足球世界杯还紧
张！”“全程直播分班过程，没想到
程序这么严谨！”近日，惠贞书院
在学校大型阶梯教室里举行了起始
年级分班仪式，全面公开分班过
程，众目睽睽下接受监督。

“招生工作结束后，社会关注
的新生编班是廉政风险的高发环
节。”江北区纪委区监委驻区委宣
传部纪检监察组相关负责人介绍，
做好新生编班这一招生工作“后半
篇”文章，是建设清廉学校的一个
重要环节。

为此，惠贞书院小学部与初中
部先行试点，按照“清廉学校建设
16 条”的要求，采用公开分班的
方式。在学生均等分组并公示的基
础上，进行现场抽签，每个班级学
生人数、男女生比例、小学各住宅

小区人数、初中成绩高低都是均衡
的。分班过程全程透明展示，接受
社会、学生家长的监督，切实防范
招生领域的廉政风险，打消家长的
疑虑。

为顺利做好公开分班 工 作 ，
新 一 年 级 在 发 放 录 取 通 知 书 之
后，惠贞书院即刻召开家长会，
提出一年级分班的基本原则和初
步方案，广泛收集家长的意见与
建议。新六年级则在正式分班前 3
个月，由初中教务处向五年级的
家长预告分班流程，让家长做到心

中有数。
此外，江北区纪委区监委驻区

委宣传部纪检监察组充分发挥派驻
监督探头作用，强化贴身监督、过
程监督，加强对分班、保送和信息
公开等方面依法履职情况的监督检
查，坚决防范暗箱操作。同时，要
求工作人员严把“人情关”“友情
关”和“金钱关”，坚决做到规范
用权、正确用权，并严格落实责任
追究，以问责推动责任落地生根、
制度严格执行，推进清廉学校建
设。

擦亮学校清廉底色

惠贞书院分班过程全程直播

执法人员在清点被依法收缴的渔获物。 （计立存 李传斌 摄）

记 者 余建文
余姚市委报道组 谢敏军

8 月，位于“江南葡萄沟”余
姚临山镇的邵家丘村，果农们忙着
采收葡萄。走在村中，农田沟渠齐
整，大棚果蔬生机盎然。入夜，广
场上村民跳健身操，排练旗袍秀，
其乐融融。

把村民的小事当成自己的事来
做。担任村党总支书记 10 多年以
来，黄宝康喊出了“干部带党员、党
员带村民、一级做给一级看”的口
号，探索法治、德治、自治“三治”融
合的治村理村经验，带领党员、村民
上下一心，发展奋进，把昔日基础薄
弱、人心涣散的“烂摊子村”建设成
富裕安定、和谐崇德的省文明村和
全市乡村振兴样板村。

有温度 吃苦在前聚
焦实事谋发展

2014 年 11 月，黄宝康高票当
选村“一把手”。“大家对我的信
任，不能辜负。”他把年产值 2000
多万元的企业交给妻子打理，自己
全心扑在村庄建设上。

当时，邵家丘村哑潭片区村民
穷，矛盾纠纷多，没有一条水泥
路，没一盏路灯。上任伊始，黄宝
康筹集了 400余万元，打算修一条
1公里长的水泥村道。可出于对干

部的不信任，有 11 户村民不让施
工车过自家田埂，还操起铁耙把一
名村干部的车砸坏了。黄宝康说：

“要得民心，先受委屈。”他自掏腰
包，支付了 4000 多元修车费，之
后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村民心头
的“疙瘩”被解开了，修路工程顺
利实施。

干部当得好不好，群众都看在
眼里。黄宝康与村干部“约法三
章”：村民反映的每件事，必须登
记在册，落实专人处理；设立村民
议事会，村民参与村务管理、监
督，改变过去村干部说了算的局
面；对村民之间的矛盾提前介入处
置，尽量解决在萌芽状态。

为了让村干部深入群众，村里
推出入户巡防日记制度，村干部至
少每周两天下村巡查。黄宝康带队
进农户、走企业，发现问题当场解
决。10 余年来，他记满了 10 多本
工作笔记，带出了一支吃苦在前、
诚心为群众办事的干部队伍，走出
强村发展之路。黄宝康说，村民打
分评议，10 年前达到“优秀”的
村干部仅三分之一，去年上升至
76.9%，“这 40%多的增长，是最值
得我骄傲的”。

有厚度 网格“微治
理”激发全民共建

在党员联户结对的基础上，黄

宝康创新推出“微网格”的治理模
式，将大小服务都延伸到村民家门
口。

2017 年，他将全村 795 户村
民划分为 30 个“微网格”，选出
人头熟、情况明的村民代表、党
员骨干义务担任“微网格长”，收
集村民的大事小情，有突发事件
第一时间上报处置。网格上设立
党支部，构建覆盖全面的党组织
体 系 ， 最 终 达 到 “ 小 事 不 出 网
格、难事不出村”。30 个“微网
格”还组建了 30 个微信群，黄宝
康作出承诺：村民在群里反映的
事，村里两个小时内有回音，24
小时内解决好。

村民沈彩娟说，“网格群”反
应特别快。6 月 28 日早上 6 时多，
她发现自己家的葡萄地积水 30 多
厘米，就在群里发求助信息，村主
任带领小工马上到现场处置，到上
午 8 时许，堵塞的排水管得到疏
通，积水退去。

邵家丘村是个农业村，村集体
收入不多，面积 4 平方公里的村
庄，平常靠 3名保洁员打扫。黄宝
康发动村民，共同出力建设美丽村
庄。2016年9月，村里首次试点开
展村民义务劳动，参加的村民超过
了八成。4年来，邵家丘村把每年
两次的党员、村民义务劳动日变成
了村“家园日”，家家户户有人出
工，参与率百分之百。全村组织起
480 余人的“一家亲”志愿服务总
队，定期开展服务，共建美丽家
园。

有情怀 以德立村培
育诚信淳厚民风

黄宝康常说，推进乡村振兴，

首先要提升村民的思想觉悟，“风
气好了，大家拧成一股绳，事业才
能发展”。

2012 年，邵家丘村创新推出
“道德积分”制度，为每户家庭建
立道德积分档案，并列出“遵纪
守法”“热心公益”等 4 大项 15 条
规则，每年进行道德评定。道德
评定优秀的家庭可获得银行免担
保贷款、利率下浮，商家购物折
扣等优惠，倡导让“有德者得”。
截至目前，已有 26 家农户通过道
德银行积分贷款 500 余万元，全
部用于生产发展，无一例逾期、
违约等不诚信事件发生。而今，
在邵家丘村，“做好人、讲道德”
蔚然成风。

黄宝康一直把帮扶弱势群体
作为重点工作。村里成立了老年爱
心基金、单亲儿童关爱基金等 5大
爱心基金，他带头捐款，并发动村
里的百余户小企业主一起献爱心。
黄宝康还想了很多妙招。今年过年
时，他在村民群里发了个 30 元的
红包，并发出倡议，让孩子们捐出
一点点压岁钱，充实到村孝德基金
中，结果一天就筹到 2.2 万多元爱
心款。

几年来，黄宝康自己捐款 50
余万元，并通过村企结对，筹集企
业捐款 800万元，改造村庄基础设
施，打造和谐人居环境。10 多年
来，全村分批改造硬化道路 30 余
公里，修建了占地 6000 平方米的
文体广场，建起 800余亩的精品葡
萄示范基地。村集体年收入由过去
的负数变成现在的 249.5 万元，村
民人均年收入达到 23971元。黄宝
康说，下一步的目标是把村庄打造
为全国文明村，让大家的日子过得
更好。

“三治”融合，铺就乡村振兴大道
——记余姚市临山镇邵家丘村党总支书记黄宝康

“两优一先”风采展

本报讯 （记者王珏 镇海区
委报道组倪寅初） 昨天上午，熊
澎桥同志先进事迹首场报告会在
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举行。报告
团用朴实真挚的语言讲述了熊澎
桥的感人事迹，带来一次次心灵
的震撼。现场不断响起掌声，不
少在座干部群众数次感动落泪。

熊澎桥同志是“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涌现出
来的先进典型，是我市党员干
部的优秀代表。7 月 18 日上午，
熊澎桥在勘查建筑工地时不幸
坠落，经全力抢救无效，因公
殉职。

逝者远，生者念。熊澎桥离
世已经 1 个多月，但人们对他的
追思却从未停止。“他用‘忠诚’
捍卫了铮铮誓言，用‘担当’绘
就了先锋形象，用‘真情’诠释

了公仆情怀，用‘奉献’标注了
人生价值……”报告会上，镇海
区政协副主席胡金红、招宝山街
道白龙社区党委书记王克、慈溪
市公安局民警许健以及镇海区新
闻中心记者卢奕林四位报告人深
情描述了这位党员干部坚守初
心、践行使命的精神状态和拼搏
姿态，讲述他一颗红心永向党、
一腔真情系百姓、一往无前勇破
难、一心为公讲奉献的先进事迹
和崇高精神。

“他的事迹，似一束光芒，照
耀灵魂；他的精神，如一面旗
帜，指引前行。”镇海区团区委书
记计允斌红着双眼说，唯有努力
工作、担当拼搏，才是对熊澎桥
同志最大的告慰。

据了解，报告团还将赴各区
县 （市） 作巡回报告。

熊澎桥先进事迹首场报告会举行

追忆好干部 观众感动落泪

本报讯 （记者王佳 通讯员
刘一波 任宁） 昨日下午，记者
从在象山举行的全市退役军人服
务保障体系建设工作现场推进会
上获悉，我市于 5 月底前实现全
市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全覆盖。

会议强调，要持续推进退役
军人服务保障体系高质量建设，
确保“有机构、有编制、有人
员、有经费、有保障”五有要求
在各级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站）
得到全面、高质量落实。

我市高度重视退役军人服务
保障体系建设，各地扎实推进，
亮点频出。象山县退役军人服务
中心在全省率先开通“军人退役
一件事”，提供“一站式”户籍办
理、社保转接、组织关系转接、
预备役登记等便捷高效服务。慈

溪市史家村和象山县东溪村服务
站高标准建设服务设施，突出党
的领导、“军”的特色、“家”的
温馨，让退役军人一来到服务站
就直观感受到尊崇感、荣誉感和
归属感。

会议强调，要切实提升政治
站位，进一步增强做好退役军人
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工作的使命
感、责任感；要切实抓住工作重
点，进一步夯实退役军人服务保
障体系建设工作的四梁八柱，确
保有关的各项政策要求在基层有
效落地；要切实坚持结果导向，
进一步加强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工
作的针对性、有效性，提供多层
次服务内容，努力打造特色品
牌，持续推进退役军人服务保障
体系建设高质量前行。

我市持续推进退役军人
服务保障体系高质量建设

本报讯 （记者杨绪忠 通讯
员陈利东） 昨天上午，申洲国际
中心项目在东部新城正式开工建
设。该项目总投资6.2亿元，为市
级重点项目。

据悉，该项目为一个百米双
塔式联体建筑，其独有的百米全
玻璃挑空阳光中庭将两座国际甲
级写字楼紧密相连。拟引进入驻
的产业以时尚为主线，集品牌展
厅、时尚卖场、特色餐饮、艺术画
廊、健康会所等功能于一体，并为
企业构筑精致典雅、舒适高效的理
想办公平台，缔造一个高端品质的
商务与休闲综合体。

目前，东部新城不断加快建
设以创新设计引领的“宁波时尚

创意中心”，创造东部新城经济发
展的新空间、新动能、新产业，
打造集时尚、人文、设计、研
发、商业于一体的时尚产业集聚
区，为宁波再添一个集聚人气商
气的时尚打卡点和潮流新地标。

据悉，今年下半年，东部新
城围绕“时尚创意、智能经济、
大健康”三大特色产业集聚区，
推动总投资超 60 亿元的 5 个产业
研发及总部型项目陆续开工建设，
包括博洋时尚设计中心、申洲国际
中心、泰康医养综合体、敏实智能
经济产业研发园、研祥集团华东区
域总部等项目，这将为东部新城建
设现代化国际都市区，集聚高端现
代服务业提供有力支撑。

申洲国际中心项目动工
总投资6.2亿元，为百米双塔式联体建筑

本报讯 （记 者徐欣 孙佳
丽） 宁波海关、江北区政府合作
协议签署暨甬江海关开关仪式 28
日在宁波文创港举行。9 月 1 日
起，甬江海关将正式开关承办业
务，这也意味着，江北 1400余家
进出口企业在家门口就可以办理
海关业务。

甬江海关隶属于宁波海关，
关区代码为“3123”，负责进出口
货物的通关、征税、统计及江北

区行政区域内加工贸易及保税监
管、减免税、物流监管、企业管
理、稽查核查、知识产权保护、
原产地签证、检验检疫、免税商
店等各项海关业务，真正实现新
属地型海关业务职责的全覆盖。
江北区外贸企业无需再跑到其他
区县 （市） 办理海关业务。

据了解，未来甬江海关大楼
将落地宁波文创港，目前过渡期
办公地址位于马园路9号。

甬江海关9月1日正式开关

本报讯 （记者金鹭 通讯员
吕文剑 徐菁蔚） 昨日，第八届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宁波赛区总决
赛落幕。本次决赛有 20家企业入
围，涉及生物医药、先进制造、
电子信息、互联网、新材料、新
能源及节能环保领域。

经过紧张的比赛，最终，浙江
汇甬新材料有限公司斩获第八届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宁波赛区总决
赛特等奖，荣获 50万元奖金。宁波
深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健世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元芯光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等获得一等奖，艾

菲博（宁波）光电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宁波中控微电子有限公司、宁
波众远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 6
家企业获二等奖，宁波井贝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宁波萃英化学技术有
限公司、宁波齐安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等10家企业获三等奖。

据了解，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是
国内层次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
最广的科技创业赛事。宁波作为省
级分赛区已连续举办八届，吸引超
2400 家（个）创业企业和团队参
加，带动国内主流投资机构对参赛
企业和项目投资超17亿元。

第八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
宁波赛区总决赛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