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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创新在基层】
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

A14版

加快创新驱动，培育贸易
竞争新优势；优化贸易结构，
提高贸易发展质量和效益；促
进均衡协调，推动贸易可持续
发展；培育新业态，增添贸易
发展新动能；建设平台体系，
发挥对贸易的支撑作用；深化
改革开放，营造法治化国际化
便利化贸易环境；坚持共商共
建共享，深化“一带一路”经
贸合作；坚持互利共赢，拓展
贸易发展新空间；加强组织实
施，健全保障体系

要加快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
型开放转变，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完善涉
外经贸法律和规则体系，深化外贸领域改革，坚持市场
化原则和商业规则，强化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模式和
业态创新，以共建“一带一路”为重点，大力优化贸易
结构，推动进口与出口、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贸易与
双向投资、贸易与产业协调发展，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
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促进国际
收支基本平衡，实现贸易高质量发展，开创开放合作、
包容普惠、共享共赢的国际贸易新局面

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指导意见

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朱宇） 昨日下
午，十三届市委财经委员会举行第
四次会议，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和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
议、省委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精
神，重点研究我市高水平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补短板等问题。

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市委
财经委员会主任郑栅洁主持会议并
讲话。裘东耀、宋越舜等市委财经
委员会其他委员，市直有关部门主
要负责人出席会议。

郑栅洁指出，当前，我市高水
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进
展，但对照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在
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公共服务、
城乡建设、生态保护、营商环境等
领域还存在一些短板。各级各部门
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
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全面落实中央决策和省委部
署，咬定工作目标，紧盯时间节
点，扎实做好补短板工作，确保如

期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郑栅洁强调，做好补短板工

作，重点要把握好三个方面。一要
找准短板、精准施策。对照中央和
省委要求、“十三五”规划目标、
全国全球先进水平，按照“巩固领先
指标、提升一般指标、突破弱项指
标”原则，聚焦制约宁波高质量发展
的突出问题，分门别类进行分析评
估，细化实化各项举措，编制形成工
作清单，做到有的放矢、攻坚突破。
二要压实责任、提高效率。明确各领

域补短板的牵头领导、责任部门、配
合单位，制订时间表、路线图，时
不我待，只争朝夕，尽量把工作往
前赶，把完成时限往前推，抓细抓
实抓好每一项工作。三要远近结
合、注重长效。结合“十四五”规
划编制，深化“三服务”活动和

“六争攻坚”行动，健全动态监测、
跟踪落实、压茬推进的工作机制，持
续用力、一抓到底，交出高水平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优异答卷。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郑栅洁主持召开市委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强调

找准短板 精准施策
确保如期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裘东耀宋越舜出席

本报讯（记者龚哲明） 昨日下
午，市政协召开委员月谈会，委员
和专家们围绕“我市招商引资政策
落实情况”主题与市政府及有关部
门进行协商交流。市政协主席杨戌
标强调，招商引资是推动经济快速
发展的重要手段和有效途径，是关
系全局发展的长期系统性工程。要
坚持问题导向，开展精准协商，把
各方面思想凝聚起来、力量聚合起
来，助力招商引资政策全面落实，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卞吉安应邀出席，林静国、张
明华、郁伟年、陈安平、叶双猛、
叶正波出席。

会 上 ， 胡 祖 友 等 6 位 政 协 委
员、智库专家和区县 （市） 政协代
表先后发言。大家建议，要梳理汇
编公布招商引资政策，提高政策透
明度以及执行效率。要树立“全市

一盘棋”思想，完善产业链招商分
享机制，引导市域内各区县 （市）
有序竞争。要优化招商引资方式方
法，切实发挥中介组织重要作用。
要主动适应新业态、新经济发展要
求，为企业、项目、人才提供精准
有效服务。

杨戌标指出，过去成功的招商
引资助推了宁波快速发展的今天，
明天宁波的高质量发展，更离不开
持续的招商引资。我们必须深化思
想认识，从稳增长、助推“六争攻

坚”行动、落实“246”“225”双
行动和培养成长性、独角兽企业高
度出发，把招商引资放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切实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
自觉。必须全面落实招商引资政
策，进一步提升政策效能，特别要
强化市级招商引资统筹，形成全市
招商引资“一盘棋”的格局；要针对
企业需求提供精准服务，建立招商
引资项目全过程可追溯的服务保障
体系，真正做到“亲商”“安商”“扶
商”“富商”；要信守承诺、及时兑

现，确保各项优惠政策真正落实到
位，营造良好的投资软环境，增强
投资者的信心。杨戌标号召全市各
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发挥自
身优势，做到委员履职更有为、专
门协商更有效、凝心聚力更有力，
汇聚起招商引资的强大合力。

市商务局通报我市招商引资政
策落实情况，市发改委、经信局、
财政局、自然资源规划局、市场监
管局、服务业局等部门负责人作恳
谈交流。

杨戌标在市政协委员月谈会上强调

精准协商 凝心聚力
助力招商引资政策全面落实

通讯员 朱燕君
记 者 陈朝霞

“@2 幢 203，我的伞一打开就
会缩回来，能修吗？”“可以的，你
放在门卫，修好后，我会放在同一
个地方，你去拿就行。”11 月 26
日，海曙区高桥镇高桥社区八方锦
苑小区的业主微信群里，出现了这
样一段对话。

小区的业主都知道，群里有个
代号叫“2 幢 203”的“神秘人”，
大家不知道他的名字和长相，但是
只要在微信群里@他，说“我的伞
坏了，能修吗？”不久，伞就会被
修好回归。

据社区党总支书记王小菲介
绍，“神秘人”最早出现是在今年
6 月，当时微信群里出现了这样一
段话：“我在小区垃圾桶旁边看到
了两把坏掉的伞，可能是邻居扔掉

的吧，现在我已经把伞修好了，还
是放在垃圾桶旁边的栏杆上，主人
可以把它带回家了。”

一时间，群里热闹起来。“真
是个热心肠的好邻居啊！”“邻居，
我的伞也坏了，能不能帮我修一
下？”“我的伞的弹簧掉了，你帮我
修，需要提供配件吗？”

看到留言，“2 幢 203”一一回
复：“需要修的伞，大家都放到门
卫处，标记好几幢几号，修完后我
还是会放在老地方，在群里通知，
大家各自领取。”

从那以后，大家都知道群里有

位好邻居会修伞，还不收一分钱。
“5 个多月来，这位‘神秘人’至
少修了 40 把伞，邻居们都想认识
他、感谢他。”王小菲说，偶尔在
小区里捡到无人认领的雨伞，他
也会修好放在门卫，当作“公益
伞”。

带着居民的谢意，笔者辗转联
系到了这位@2 幢 203。他叫张清
森，今年 45 岁，是位退役军人。
2009 年从部队转业后，他加入了
一个公益组织，定期开展服务。

张清森说，公益组织里大家都
有一技之长，他也想学一门手艺。

2010 年 ， 他 在 报 纸 上 看 到 一 则
“横溪镇一位老人修伞 30 年，每次
只收一元钱”的报道，便去横溪镇
向这位老人学艺。告知来意，老人
被张清森的精神所感动，收他为
徒。掌握修伞技能后，张清森每月
两次走村庄进社区，义务为居民修
伞。

有一次，一位家住高桥镇长乐
社区的老人来修伞，等拿到修完的
伞却发现不是自己的那把，就冲张
清森发了火，质问他是不是把她的
伞修坏了。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伞
破得不能再修，张清森索性从伞面
到伞骨都换了新的。得知真相后，
老人十分感动。

10 年来，张清森记不清到底
修好了多少把伞。“估计我们团队
修 了 几 千 把 ， 我 个 人 修 了 几 百
把。”他说修伞只是举手之劳，居
民有需要，他就一直做下去。

@2幢203：小区“神秘修伞人”
■许多居民不认识他，却接受过他的暖心服务
■他会把捡来的破雨伞修好当小区“公益伞”
■他的修伞技艺是专门为做公益拜师学来的

昨日，镇海区庄市街道庄
市社区编织墙门的手工爱好者
展示几天来用心编织的手套
围巾。为了让贵州普安县辣子
树村小学 403班同学能过上一
个温暖的冬天，镇海区应行久
实验小学 403班的家长和同学
委托编织墙门手工爱好者编织
手套和围巾，届时，将和图书
文具一起，给结对的同学寄
去。 （汤越 何峰 摄）

一针一线
皆暖意

本报讯（记者徐展新 张凯凯） 根据工作
安排，近期市委将召开十三届七次全会，就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省委十四届六次
全会精神，高水平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作出研
究部署。连日来，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郑栅
洁，市委副书记、市长裘东耀分别召开协商会
议，就市委全会有关文件稿征求各方意见建
议。

27 日上午，郑栅洁与各民主党派市委会、
市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座谈协商。
会上，与会人士围绕讨论修改市委全会有关文
件稿，就优化营商环境、保护知识产权、深化
甬舟一体化发展、提高产业基金运作效率、建
设信用信息平台、完善家庭教育体系、加强社
区治理、拓展涉外法律服务等问题提出意见建
议。郑栅洁在听取发言后，对大家所提的意见
建议逐一予以肯定和回应。他希望市各民主党
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和省委十四届六次全会精神，坚
定制度自信，服务中心大局，加强自身建设，
为宁波高水平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作出积极贡
献。他表示，市委将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
定不移地贯彻党中央的大政方针，为市各民主
党派、工商联履行职能、发挥作用搭建更大平
台、创造更好条件。

28 日上午，郑栅洁与市政协委员座谈协
商。市政协主席杨戌标主持专题协商会。会
上，与会委员围绕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优
化营商环境、推进市域治理法治化、打造高水
平新型智库、建设一流高校、培育文艺人才等
问题提出意见建议。郑栅洁边听边记，不时与
大家交流探讨，表示将充分采纳吸收大家的意
见建议。他说，在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进程
中，人民政协大有可为、大有作为。各级政协
组织要准确把握治理方向，正确处理好“守
正”与“创新”的关系，确保每一次履职活动
都符合中央和省委、市委精神。要主动服务治
理大局，开展前瞻性、系统性、实证性研究，
参与“三服务”活动，有效助推市委决策部署
落到实处。要广泛汇聚治理合力，健全发扬民
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
双向发力的程序机制，团结发动更多人共同推
进市域治理现代化。

26 日上午，裘东耀主持召开部分市级老
同志座谈会，征求大家对市委全会有关文件稿
的意见建议。会上，与会老同志围绕强化党的
领导、健全法治体系、统筹区域发展、推进城
市精细化管理、优化营商环境、深化社会治理
等提出了意见建议。裘东耀感谢各位老同志一
直以来对市委、市政府工作的关心支持。他
说，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精准务实，我们将认真梳理，充分吸纳，进一步
把市委全会有关文件稿修改好完善好。希望各位老同志发扬优良传统，发
挥自身优势，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宁波的改革发展，积极出谋划策，及时传
达社情民意，有效助推宁波市域治理现代化走在全省前列。

胡军、施惠芳、许亚南、林静国、张明华、郁伟年、陈安平、叶双
猛、叶正波及张良才分别参加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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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董小芳
海曙区委报道组 孙勇

“ 被 告 方 还 有 新 的 答 辩 意 见
吗？或者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11 月 22 日上午 10 时，海曙法
院望春法庭，一起民事纠纷案件正
在开庭审理，法官孙怡芸隔着电脑
屏幕，向被告朱某提问。

自从有了移动微法院，当事人
“缺席”现场的庭审，在我市已成
常态。

“这个案子的被告是安徽人，
又常年在外跑运输。如果为了开庭
特意跑到宁波，耗时费力。如今通

过移动微法院，被告可手机在线
‘出席’庭审。”孙怡芸介绍，这是
该案第二次开庭，上一次开庭时，
在外跑运输的朱某直接将车开进一
处停车场，打开手机、坐在驾驶室
内“参加”了庭审。

让诉讼不受时空限制，是移动
微法院对传统诉讼模式的颠覆，它
集立案、送达、证据交换、调解、
庭审、执行等诉讼全流程于一体，
当事人只需要一部智能手机，足不
出户就能申请立案、参与诉讼，让
打官司“最多跑一次”甚至“一次
都不用跑”，为当事人和法官带来
了极大的便利。 【下转A7版】

移动微法院：

小程序撬动大变革

下月起，对“影子药师”说“不”
我市3142家药店执业药师将“刷脸”上岗

我就美方将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表示
强烈谴责坚决反对

强烈敦促美方纠正错误改弦更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