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2019“身心两安·自在
磐安”磐安文旅项目招商、旅游推
介会在宁波拉开帷幕，向市民展示
了磐安优良的营商环境、丰富的旅
游资源和特色旅游产品。本次推介
会邀请了宁波文化旅游产业类、文
化旅游运营管理类等近百家企业参
与，共同谱写磐安文化旅游产业发

展蓝图。
磐安作为我国著名的旅游城市，

素有“群山之祖，诸水之源”之称，是
“中国最具魅力的生态旅游大县”。

在这次磐安文旅项目招商推介
会上，磐安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蔡新
平用了五个关键词来介绍磐安，分
别是“美丽山城”“养生福地”“特产

之乡”“幸福家园”和“兴业热土”。
磐安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局长陈辉重点推介了大盘山旅游综
合体、白云山综合开发、皇城湖休
闲度假区等 12 个资源优越、前景
广阔的待开发项目，展示磐安丰富
的文化旅游资源。

据统计，2018 年磐安县共接

待游客 1353.51 万人次，同比增长
13.4%；实现旅游总收入 121.84 亿
元，同比增长 20.0%。“希望通过
这次磐安文旅项目招商推介会，进
一步推动磐安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吸引更多投资企业走进磐安。”磐
安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有关负
责人表示。 （王颖）

2019磐安文旅项目招商推介会在甬举行

百强房企深耕鄞南
匠心作品推陈出新

“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百强”
50 强、“中国房地产百强运营效率
TOP10”，26 载峥嵘砥砺，景瑞地
产前进的步伐显得格外稳健。自
2013 年景瑞地产开篇甬城，7 年来

执着于宁波热土，从单子落地到全
面开花，全城 14 子的深耕轨迹背
后，是景瑞地产的精工打磨。

鄞南，作为宁波的起笔之地，
从望府到水印江山，每一个楼盘都
是景瑞的匠心凝结。景瑞之于鄞
南，恰似一位合格的天赋造城者，
拥子傲然屹立。

与鄞南，共发展。市场红利之
下的景瑞出手也格外大方，高能的

城市配套、高端的产品选择，景
瑞·水印江山适逢其时。

众多优质资源环列
水印江山潜力可期

随着城市规划的推进，鄞奉一
体化成为城市发展新方向。作为承
接着规划价值输出和板块红利的鄞

南，迎来了发展和机遇。
众所周知，姜山的商贸业发展

可谓如火如荼。姜山镇政府统筹发
展现代商贸业，重点打造社区邻里
中心、特色商业街区等商贸体系，
以及海港城为代表的大型商业综合
体，城市发展雄心呼之欲出。水印
江山，择址鄞南核心正位，以上佳
的商业配备一线都会生活。

商业环列，教育优选。水印江
山浸润鄞南厚重文脉，鄞州区实验
小学南校区、姜山镇实验中学、
姜山中学、姜山镇中心小学四大学
校在握。城市发展，交通先行。项
目距宁奉城际铁路狮山站 （首通段
已通车） 仅约 700 米，且无缝对接
轨道交通 3 号线，并有三纵两横一
高架的多维交通加持，便捷不止于
想象。

精益求精品质追求
刚需户型广受追捧

“每一个产品都尽可能做到了
空间利用最大化，在满足实用性
的基础上又兼顾人居美学与舒适
需求。”对水印江山产品的打造，
景 瑞 地 产 经 过 了 很 多 次 的 推 翻 、
修改和优化。正因为这样的精益
求 精 ， 水 印 江 山 建 筑 面 积 约 94
㎡-139㎡的刚需户型备受市场认
可。

据悉，目前高层建筑面积 94
㎡的产品已经全面售罄，水印江山
产品的受欢迎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韩郁）

水印江山：景瑞地产的时代封面力作
日前，在御鉴 Young 生活——

凯德·上江邑文化交流沙龙上，位
于三江口核心区上江邑展现了其多
维的风采与亮点。开发商因地制宜
地采用丰富的建筑语言和先进的绿
色建筑理念，将商业综合体和城市
文化巧妙结合，为江北商圈注入新
的活力。

凯德集团邂逅江北，与城市共
成长。全新力作上江邑，英文名
Y-Town，谐音“外滩”，是轨道
交通 2 号线外滩大桥站的上盖物
业，通过地下通道与来福士达成空
间联通，资源共享，人潮与潮流汇
聚，构成了一个有机的商业系统，
共同演绎着三江口核心商业繁华。

目前，上江邑已经全面落成，
由 4 个独栋商业、1 栋高层办公楼
及其裙楼商业组成的精致商业体。
现场可以看到，区别于传统商业体
的单调外观，上江邑以江北的文化
符号为设计灵感，在幕、墙、窗、
百叶和金属屋面上注入传统形态元
素，呈现耳目一新的视觉观感。

“在营造之初，凯德集团便深
刻洞悉未来生态办公趋势，秉承其
一贯的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设
置太阳能发电，风冷热泵空调系
统，全热交换新风机等节能环保设
备。同时严选国际品牌，选用日立
空调、通力集团的进口电梯、超白

LOW-E 中空夹胶玻璃、新加坡国
宝级卫浴品牌 Rigel 等。”凯德集团

（中国） 地产与城镇开发宁波公司
城市总经理陈炜芬介绍，挑高 7.3
米的大堂、挑高 3.7 米的电梯厅、
大堂地暖⋯⋯集绿色、休闲、社
交、舒适为一体的多元商业综合
体，全方位为办公赋能。

除此之外，项目周边拥有老外
滩、宁波大剧院、城展馆、宁大附
属医院等优质资源，以及凯德早期
开发的汇豪天下、宁波来福士公寓
等高档楼盘。前沿理念、智慧办
公、绿色环保、艺术文化全方位融
合。可以预见，未来上江邑不仅是
办公中心，也是引领未来生活方式
的载体。

据介绍，上江邑办公楼目前已
吸引光华教育、DSV、银河证券、
瀛泰律所等优质企业进驻，实现全
租全售。项目开发运营者凯德集团
于 2005 年首度落子江北，已深耕
宁波 14 载。宁波来福士广场是该
集团在宁波的首个商业地产之作。
自开业以来，凭借丰富的运营管理
经验，始终维持着高入驻率，一定
程度代表着宁波商业综合体的高水
准。宁波来福士也是都市潮人和高
端人士的聚集地，而其黄金地段及
规模配套，成为众多跨国企业的上
选之地。 （王颖）

凯德上江邑
为江北商业注入新活力

上江邑效果图 （由凯德集团提供）

水印江山项目鸟瞰图 （由景瑞地产提供）

从 三 江 口 到 姚
江两岸，从城市东
部到鄞南，宁波始
终秉持着高标准进
行城市的规划与建
设。当下，时代聚
光灯之下的鄞南无
疑是最为耀眼的板
块之一，也是众多
实力品牌房企争相
竞逐之地。

在 逐 鹿 鄞 南 的
房企中，景瑞地产
坚实拓展，耕耘不
辍。洞见城市“风
口”，跃见鄞南发展
红利，景瑞谋篇布
局，以前瞻的视角
占得市场先机。2019
年，景瑞全新时代
封 面 作 品 —— 水 印
江山，用硬实力再
掀鄞南置业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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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海清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关
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决定。决定概括了我国国
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十三个方面
的显著优势，其中就有坚持人民当
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
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
显著优势。

前段时间，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日子里，一首《我和我的
祖国》唱响了大江南北。这首歌唱出
了祖国和人民的亲密关系——我和
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作为执
政党，对于党员干部来说，深刻领会
全会精神、践行职责使命，就必须做
到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

为人民执政，不是一句空洞的
口号，而是有具体而实际的内容的。
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
要全力以赴为实现党的纲领、路线

而奋斗，因为党的纲领、路线是人民
根本利益的科学表现。同时，还要牢
固树立“群众利益无小事”的理念，
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
如近期一些地方猪肉市场供应阶段
性偏紧、猪价大幅度波动，中央及时
采取措施稳定生猪生产，增强市场
供应能力，情况得到缓解。这就是
说，为人民执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处理好人
民的根本利益与具体利益、长远利
益与眼前利益的关系。要在发展中
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教育、就业、住
房、医疗、分配制度等方面补齐民生
短板，促进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有
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最近，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出
通报，江西省莲花县委原书记刘乡
在国家贫困县脱贫摘帽检查中弄虚
作假，受到党内严重警告、政务降
级处分。宁波市纪委日前也通报了
吴永亮等四起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的
典型案例。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

政，除了在路线、方针、政策上代
表人民利益之外，干部作风建设同
样举足轻重。作风建设与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辅相
成。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多次教
育整顿，干部作风有了很大转变，
但一些不良作风的产生土壤并没有
真正被铲除，官僚主义、形式主
义、弄虚作假等顽疾仍然存在，如
果任其恶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空话。而特权
思想，漠视群众疾苦、侵害群众利
益的现象，也会使党面临更加严峻
的“执政考验”。党的干部有好的
作风，才会有好的形象，才能凝聚
人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才有基础。

为人民执政与靠人民执政也是
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关系。靠人
民执政，就是把人民当家作主的原
则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实践之中，落
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方
方面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各级干部应破除“为
民作主”的陈腐观念，养成尊重群
众民主权利、集中群众智慧、维护

群众利益、接受群众监督的习惯。
在这方面，我市许多地方已经在积
极探索。比如，象山县的“村民说
事”制度，鄞州区升级全域治理智
慧打造全国基层治理先行区，江北
区“八联工作法”探索基层治理新
模式等，都突出了民意主导公共事
务的作用，把“靠人民执政”贯穿
到基层治理、区域治理的全过程。

邓小平同志早在 1956 年就说
过：“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
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
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
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
工具。”这段话在今天看来，仍然十
分深刻，对各项工作有着重要指导
意义。以人民为中心——懂得了这
个道理，就会明白，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为人民执
政、靠人民执政“一刻也不能分割”。

为人民执政 靠人民执政
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大家谈

范 昉

12 月 16 日举行的全国离退休
干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
上，宁波市“银辉”志愿者联合会

（以下简称“银辉”） 被授予“全
国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称号。

“银辉”凭什么获得全国先
进？从这份成绩单中可见一斑：截
至目前，全市有“银辉”志愿者
2.2 万人，志愿服务队伍 1541 支，
服务基地 176个，开展各类志愿服
务4938次，服务群众58.5万余人。

“银辉”让老同志走出家门，
把生命线拉长，生活圈拓宽，人生
价值标杆升高，焕发出不可替代的
力量。“银辉”深知教育是阻断贫
困的治本之策，从一开始就建立了
大手牵小手结对助学项目，足迹遍

布浙东大地，5年资助了 2562名贫
困学子，累计发放助学金 340余万
元。“银辉”选择安全生产比较薄
弱的小微企业，开展安全挂牌服
务，帮助他们发现安全隐患，进行
技术改进。“银辉”开展了智能手
机和 5G 培训，让老同志们赶上智
能时代……

“银辉”5 年来的实践，也符
合退休干部教育管理社会化的方
向。老干部工作进入转型发展时
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老干部是
执政兴国的重要资源、重要力量。
每位老干部都是一个舞动的“老”
字，欣赏老、赞美老、拥抱老、奉
献老！

现在有些地方，撤销老干部工
作部门，简单地把老干部推向社
会，老干部本人不愿意，社会也准

备不足，造成执政资源的浪费。宁
波的实践证明，老干部的志愿服
务，既是一般意义上志愿服务的一
部分，又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
党性实践。老干部曾接受党组织的
严峻考验，坚定而又光荣；曾立足
工作岗位，艰苦而又快乐；曾投身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平凡而又
伟大；今天，加入“银辉”志愿者
行列，执着而又幸福。

“银辉”的实践关键在于三句
话：“关系在单位，活动在区域，
奉献在社会。”这是一种复合型探
索，让单位、区域、社会共同发
力，一起行动，互为依托，融合发
展，引导老同志走出家门，从“单
位人”到“社会人”再到“公益
人”。这种复合型模式，极大地焕
发了老同志们的力量。

用志愿服务焕发老干部的力量
吴慧珺 周畅

推进 ETC 是为了取消高速公
路省界收费站打下基础，便利百姓
出行。年终岁末，很多地方 ETC 年
发行任务进入倒计时，但个别地方
开启“花式”急推模式，借发行 ETC
之 名 ，行 形 式 主 义 之 实 ，把 推 进
ETC 从提速变成添堵，政策执行跑
偏走样。两节来临，全国车辆将集中
上路，一些地方的偏激做法可能会
引发大面积拥堵与交通事故，应及
时予以纠正。

今年 5 月 23 日，交通运输部办
公厅印发《关于大力推动高速公路
ETC 发展应用工作的通知》，提出

“到 2019年年底，各省（区、市）汽车
ETC 安装率在 80%以上，通行高速
公路的车辆 ETC 使用率在 90%以

上”。推进 ETC 是深化收费公路制
度改革、提高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效
率、降低物流成本的重要探索，是利
国利民的好事，但一些地方僵化执
行政策，导致怪象丛生。

有的地方打出“未安装 ETC、
不响应国家号召的车辆，不欢迎使
用高速公路”的雷人标语；有的地方
直接告知车主，不开放人工通道，没
有 ETC不得上高速；有的地方只开
设一两条人工道口，堵车长龙排上
高速也视而不见；更有甚者，连高速
公路 ETC车道都没有，地方机关却
被摊派了安装指标……种种怪象的
背后，既是形式主义痼疾，也是乱作
为的典型。

ETC不是车辆能否上高速公路
的许可证。而脱离实际的“运动式”
推进ETC，反映出基层治理的困境。

发行 ETC是好政策，但好政策要落
实好，执行不能跑偏，如果变推广为
强制，变多选题为单选题，只会把好
事办砸，损害群众利益，降低获得感
和幸福感。同时，人工通道的存留也
是保障车主平等享受路权的体现。
一些地方懒政怠政，前期调研不充
分，搞“一刀切”关闭人工通道，光靠
政策强推 ETC，忽略配套保障，不
仅损害政府形象，更伤害群众感情。

如何更好落实国家政策并兼顾
群众呼声，是对基层治理能力的考
验，也是当下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

“思考题”。推进 ETC，应一切从实
际出发，给群众更多选择的权利。应
改变强推急推思维，讲究方式方法，
切实防止形式主义，把政府职能转
变落到实处，办好“上高速”这件关
乎大众民生的“小事”。

推进ETC不能从提速变成添堵

陈英远 绘难兄难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