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房屋概况：宁波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权属的房屋位于宁波市海曙区永寿街 2 号部分，建筑面积

150 平方米。现公开招租。

二、房屋租金：房屋租赁的起步金额以当地市场租赁价为准。租赁金额低于市价的不列入租赁范围。

三、房屋租期：房屋出租期限 5 年。

四、租赁要求：具有一定规模或经济实力、信誉的单位 （个人），有意向者请携企业营业执照、企业

简介、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等有关资料前来办理手续 （并支付租赁意向金伍仟元整），租

赁价格等相关事项面洽。谢绝中介机构。

五、联系方式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 901 号宁波报业传媒大厦三楼；

联系人：虞老师 87685633、13586911755；

方女士 87682017、13429381517。

宁波报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房 屋 招 租 启 事

海 曙 区 DQ-02-h2 地 块 项 目（熙 望 府）前 期 物 业 管 理
服务以公开招标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有关事项明确如
下：

1、招标单位：宁波宏桥置业有限公司
2、项目概况：
名称：海曙区 DQ-02-h2 地块项目（熙望府）；
类型：住宅及配套；
总 建 筑 面 积 ：41097.08 平 方 米 ，（其 中 地 下 建 筑 面 积

11085.45 平方米）；
位置：项目位于宁波市海曙区洞桥镇沙港村。
3、投标对象：投标人近 2 年内有通过前期物业招投标获取

单项 4 万平方米以上规模的住宅项目的合同业绩。
4、报名日期：投标申请人请于 2020 年 7 月 10 日上午 8：30-

10：30，携以下资料到海曙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报名（其余时间
不予受理）：

（1）投标申请及承诺书；
（2）营业执照副本（原件）；
（3）企业概况及企业 2 年内有通过前期物业招投标获取单

项 4 万平方米以上规模的住宅项目的合同业绩（需主管部门盖
章确认备案的合同原件）；

（4）拟派出的项目负责人简历（40 周岁以下）、学历（专科

及以上、须与学信网查询一致）、信用证明；社保机构出具的能
体现项目负责人已经缴纳最近连续三个月社保的社保缴费证
明，加盖缴费证明专用章，曾以拟定项目经理身份参加前期物
业管理招投标且目前尚任中标项目前期阶段项目经理的，不
得再拟任本项目的项目经理；

（5）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的，需提交授权委托书；
（6）获招标人推荐的需提交招标人出具的推荐书；
（7）投标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及其法

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失信信息进行现场查询（具体以报
名当天“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 查询为准），若
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则否决其报名。若合格投标人不足三家，
则重新招标；

（8）经现场资格预审合格的投标单位于资格预审当天 11:
30 前，向物业招标办指定账户交纳壹万元投标保证金，并提交
银行回单原件。

所有复印件材料（除第 7、8 项外）加盖企业公章，原件备
查。若投标单位超过 5 家，则由公证人员监督、招标单位抽签决
定不多于 5 家物业服务企业竞标。

5、联系人：金老师
联系地址：宁波市海曙区府桥街 15 号（恒隆中心副楼 3 楼）
联系电话：0574-87214995

关于海曙区DQ-02-h2地块项目（熙望府）前期物业管理服务招标公告

华东城电子区地处鄞州中心地段，宁波市电子元器件一站式采购区，入驻百余家经

营户，产品涵盖 IC 集成电路芯片、二三极管、可控硅、电阻、电容、电感、电线、线

束、接插件、继电器、IGBT、MOS 管、机箱、电源、焊锡材料等电子元器件及仪器仪

表、工具、灯具、安防等相关产品，欢迎惠顾！

地址：宁波市新天路 555 号(宁穿路与世纪大道交汇处)

电话：87805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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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岩平

假落实，就是在落实上级部署、
完成既定任务过程中，表面上跟进
及时、部署全面、分解到位、台账齐
全，但实际上做的是官样文章、下的
是表面功夫、耍的是假把式，对上级
决策部署最终是否贯彻到底、落实
到位，知之甚少甚至不管不问。

假落实的表现林林总总。有的以
“高调表态”代替落实，对于上级会议
精神，一开会就部署、一指示就传达、
一动员就落实，表面上高度重视、行
动迅速，实质上只是以会议贯彻会
议、以文件落实文件，把说了当做了，
把做了当做好了；有的以“责任分解”
代替落实，不管大事小事，似乎只要

“横向到底、纵向到边”，强调“属地管
理、重心下移”，签订“军令状”“责任
书”就万事大吉，实际上只是当了“二
道贩子”“甩手掌柜”；有的以“花样创
新”代替落实，在工作中片面求新，热
衷于喊口号、造名词，抓点不顾面、新

瓶装旧酒，看起来工作做得有模有
样，其实只不过画在纸上、填在表里、
念在口中，并没落在行动上；有的以

“敷衍应付”代替落实，压力传导、责
任传递不到位，在有些问题上仍然存
在“上热下冷”现象；有的则是“自己
生病，别人吃药”，抓整改避实就虚、
避重就轻，只找别人问题、不找自己
问题，只找下级问题、不找本级问题，
只找表面问题、不找深层问题。

导致假落实的因素，既有主观
的，也有客观的；既有工作层面的，
也有体制机制层面的，但根子是官
僚主义、形式主义作祟，政绩观出现
偏差。现实中，假落实往往披着“有
担当”“真作为”的外衣，实则包裹着
消极怠政的内核，不仅对工作无益，
还会助长不担当、假作为、乱作为等
不良风气，危害不可小视，须引起重
视、给予破解。

假落实问题，归根到底在于少
数干部理想信念不过硬、政治立场
不坚定。所以，应突出领导干部这个

关键少数，抓牢政治建设这根定海
神针，深入开展宗旨观念、正确政绩
观、担当作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提
升思想境界和工作标准，把目标锁
定在干成事上，把心思集中在想干
事上，把担当体现在敢干事上，把本
领展现在会干事上。

不可否认，一些地方和干部存
在“不落实、假落实”现象，督促考核
工作流于形式也是一大诱因。有的
问题被发现后处置“不痛不痒”，整
改落实敷衍了事，以致督查成了“纸
老虎”、考核成了“稻草人”，干多干
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其最终
结果必定滋生形式主义、假落实等
怪现象。应进一步强化督促检查，形
成有决策、有部署、有检查、有落实、
有反馈的督办落实制度体系，以强
有力的督查考核，督促广大党员干
部管好“自留地”、深耕“责任田”。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一些
党员干部内心存在“落实隐忧”“担当
顾虑”，总怕狠抓落实会碰钉子、奋勇

担当会踩红线，干事没了激情、没了
动力。对此，迫切需要按照“三个区分
开来”的要求，落实完善党员干部容
错纠错机制，建立立体化、全覆盖的
容错纠错制度保障体系，营造鼓励改
革、允许试错、宽容失误的环境，让干
事创业者卸下包袱、轻装上阵，放开
手脚干、放心大胆闯。

反对空谈、强调实干、注重落
实，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对于广大
党员干部来说，敢于担当、狠抓落实
既是政治品格，也是从政本分；对于
各级组织来说，从思想引领、考核倒
逼、制度优化等方面入手，进一步压
缩假积极、假作为的滋生空间，构筑
敢担当、真实干的制度生态，既是作
风建设的应有之义，更是提升治理
能力和治理水平的必然要求。

防止把假落实误当真作为
易其洋

近日，两次看到有人说“底线”。
一次是，上海新城控股集团原

董事长王振华猥亵女童，一审被判
处有期徒刑五年。舆论普遍认为判
决太轻，其行为应认定为强奸罪，属
于情节特别严重，当从重判决。其代
理律师陈有西接受专访时称：王振
华嫖娼从不找 16岁以下的少女，这
是他的底线。

另一次是，中国庭审公开网上，
一桩虚假诉讼罪庭审现场视频显
示，辽宁盘锦大洼区检察院检察官
孙旺称：司法机关当中，收受贿赂不
办事，正说明司法工作人员保证了
道德底线。

底线，《现代汉语词典》的一种
解释是：最低的条件、最低的限度。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定义

“底线”，是一种类似于禁忌的基础
生活秩序。说得通俗点，底线就是做
人做事只能站在某条“线”之上，而
不能在它之下，是不能再低的线，是
不可打破的禁忌。但看了上述两则
底线之说，不由得想说一句：莫把

“底线”越拉越低。
在我国，卖淫嫖娼是法律明令

禁止的，较之于个人道德约束，法律
规定就是公民的行为底线。王振华
嫖娼违反法律，已经突破底线。陈大
律师并非不明白底线所在，之所以
巧舌如簧，就在于，为了替自己的当
事人辩护，便说他嫖娼有底线——
从不找 16 岁以下的少女，对 9 岁女
童自然只会是猥亵，而不会是强奸。
这就是为了逃脱法律严惩，故意把
底线拉低，好一跨而过。

检察人员行使公权，只要接受

别人的钱财，不管他有没有“办事”，
都是受贿。底线在于不能受贿，而不
在于受贿后是否“办事”。身为检察
官，却说受贿后不办事，正说明司法
工作人员有道德底线，看似振振有
词，其实也是在故意拉低行使权力
的底线，为涉事者的违法行为（当然
不道德）寻找理由。

为了获利或避灾，不惜打着“底
线”的旗号，费尽心思地击穿底线，
把底线往低里拉，说明守不住“底
线”者并不鲜见。正是一些人不守底
线，反倒一再靠突破底线谋利博名，
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甚至在谨守
底线者面前沾沾自喜、指手画脚。这
样的事多了，为了表达不满和“追求
公平”，更多人也走上了突破底线的
歧途。

公款公权不能私用、公务员不
得吃卡拿要、医院不得销售假药、新
闻报道不能弄虚作假、商场不准欺
诈消费者、教授的论文和学术著作
不能抄袭、企业不得克扣拖欠农民
工工资……这些本来是不言自明的
底线，却往往需要郑重其事作出规
定和承诺。底线是用来守的，是最低
限度，是起码要求。底线一旦被击
穿，一旦有人想把底线越拉越低，就
可能同时击穿人们的“心理底线”，
让许多人搞不清底线何在，甚或失
去坚守底线的勇气和动力。

老话说“人在做，天在看”，还说
“举头三尺有神明”，并非全是封建
迷信，而是用让人敬畏和恐惧的方
式，树立和捍卫做人做事的底线。王
振华也许最多只会被判五年，有司
法工作人员也许真的受贿而未枉
法，但如此拿“底线”说事，故意混淆
视听的用心何其明显、何其恶劣。

莫把“底线”越拉越低

冯海宁

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晒
出了自己所在地区的政府办事平台
的“大名”，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跟帖，
因为大家发现，这其中竟然很有

“梗”。比如，湖南省的政府服务号叫
“新湘事成”，广东省叫“粤省事”；最
多的是“办”系列，如浙江省的叫“浙
里办”，重庆市的叫“渝快办”等（7
月 1 日《中国经济周刊》）。

各地政务服务早就触“网”，早
期主要通过网络来公开信息、增加
透明度，如今越来越多的政务服务
可以网上办理。值得注意的是，之前
政务服务平台的名称相对严肃“规
矩”，如今不少名称玩起了“谐音

梗”，不仅简单、易记，而且活泼、有
趣甚至表白很甜腻。

譬如，“新湘事成”是“心想事
成”的谐音，既体现了“新”意又含有
地方简称“湘”，还带有祝福的意思。

“粤省事”这个名称既包含了广东的
简称“粤”，同时表明了让老百姓越
来越省事的服务宗旨。而贵阳市的

“贵人服务”、成都的“蓉 e行”，除了
易记，也有多种内涵。可见，玩“谐音
梗”的这些政务服务平台取名时动
了脑筋、花了心思、下了功夫，难怪
被网友点赞：太秀了。

这种“秀”显然是需要的。任何一
种公共服务平台，首先就应该有一个
特别的名称来吸引眼球，让用户或者
市民记住它。其次，这类名称中要尽量

包含更多的内涵，如文化内涵、时代内
涵、服务内涵等。玩“谐音梗”的这些政
务服务平台基本上做到了这两点。

众所周知，近些年来不少商业
化网站或 App，所起的名称具有时
尚、精准、易记以及内涵丰富等特
点。玩“谐音梗”的政务服务平台，与
商业化 App 起名有相似之处，这说
明有关方面越来越懂市场，越来越
懂市民。其实政务服务平台只有吸
引、服务更多受众才有价值。

吸引市民关注是政务服务平台的
重要一步，更重要的是提供市民所需
要的各种服务。从实际看，一些平台不
仅有好名称，也有好服务。比如：“浙里
办”汇聚了500余项便民服务应用，在
浙江办事从“最多跑一次”变成“根本

不用跑”；江西的“赣服通”累计上线总
事项6740项。政务服务平台服务事项
越多意味着老百姓办事越方便，即很
多事项在家用一部手机就可以搞定。
尤其是在当下特殊时期，这类平台提
供的公共服务多，还有利于疫情防控。

从公众角度来说，既希望更多
政务服务平台玩“谐音梗”，也希望
这类平台继续增加公共服务内容，
凡是能在线办理的服务最好别让大
家跑腿。这需要各地政府继续深化
政务服务改革。当然，这种改革的价
值不仅是便民，还能提升政府服务
效率、降低行政服务成本。

不过，政务服务平台在继续增加
服务内容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老年人
等特殊群体，因为不是每个市民都能
尽快熟练操作线上业务办理，还需要
有关方面提供必要的线下服务，同时
要向特殊人群普及线上操作知识。

政务服务平台用“谐音梗”说明什么

毕 舸

日前，网红主播李佳琦作为特
殊人才落户上海，成了“新上海人”。
就上海而言，获得具有行业号召力
和影响力的李佳琦，释放了明确的
引才信号，有望吸引更多电商主播
将上海作为长期发展的热土。

事实上，目前全国多个地区在
加大对“直播经济”的扶持。比如，电
商经济发达的杭州余杭区要给予符
合条件的主播以国家级领军人才待
遇，广州提出要打造“全国著名的直
播电商之都”，四川制定了“四个一”

工程……各地对于电商主播的青
睐，源于“直播经济”正成为新的风
口。不仅阿里巴巴、拼多多等电商平
台全力推动“直播经济”，快手、今日
头条等也纷纷加入，这就意味着，规
模巨大的资金、人才、技术、流量在
涌向“直播经济”。电商经济发达地
区自然要借机进一步扩大在这一领
域的领先优势，其他地区则希望借
助“直播经济”实现弯道超车，而主
播是“直播经济”的关键人才，各地

“抢人”也就在情理之中。
不过，对各地政府而言，“直播经

济”看上去很美，却存在不少挑战。从

目前态势来看，“直播经济”的魔力集
中体现于少数头部主播，而腰部和尾
部主播的带货能力仍然有待观察。尤
其是直播对于主播的口才、气场、表现
能力、专业知识沉淀等各方面有着较
高要求，背后还需要专业团队建设，以
在商品供应链管理、价格谈判和质量
把控等方面不缺位，而对于腰部和尾
部主播来说，这些要素目前是欠缺的。

因此，除了少数头部主播，各地
如果要打造“直播经济”，引才之外
更需造才。而造才是两方面的，一方
面需要建立专业培训基地，为腰部
和尾部主播提供各类所需的专业培

训，提升其综合素质和带货能力。另
一方面，针对腰部和尾部主播本身
不具备规模团队组建以及在供应
链、选品、价格主导等方面痛点，地
方应多加探索出台措施予以破解。
比如，能否建立为腰部和尾部主播
建立共享供应链资源库，助力其低
成本、高效率获取资源？除了主播之
外，能否加大对配套人才的引进力
度，从而打造“直播经济”产业上下
游人才矩阵，让主播获得团队支持。

总之，要让“直播经济”这一新
兴产业可持续发展，必须从人才基
础抓起，在人才的综合引入、培养和
扶持上提供更多资源，且不能一味
求快，应着眼长远，把造就更多李佳
琦的“软”“硬”环境工程建设到位。

打造“直播经济”要引才更要造才

【上接第1版①】
2020 年 1 月 1 日以后去世的，

在此次发放范围之内。
此次人员统计采取组织统计

和个人申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以组织统计为主，个人申报作为
补充。组织统计不能覆盖且符合
颁发条件的人员，可于 2020 年 7
月 25日前，填写“中国人民志愿
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纪
念章个人申报表，由本人或授权
代理人向其户籍所在地的县级人
民政府有关部门提交申报材料，
申报表下载地址及各地区受理部
门情况详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 网 站 表 彰 奖 励 专 栏 （www.
mohrss.gov.cn）。审核确认后，于
2020年10月开始陆续发放。

【上接第1版②】
“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

不来、讨不来的。”努力在危机中
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推动更
多宁波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
脖子”问题，全面增强宁波制造业
的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已成为宁
波制胜未来的战略之举。

其 实 ， 早 在 去 年 5 月 我 市 部
署“246”万千亿级产业集群建设
时，就提出要集中优势兵力攻克
一 批 “ 卡 脖 子 ” 的 关 键 核 心 技
术，培育一批替代进口甚至领先
全球的零部件集群。此次市委市
政府提出打造制造业单项冠军之
城，目的就是聚焦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培育数量更多、实力更强
的单项冠军企业和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

宁波是中国制造业重镇，国家
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数量居国内
城市首位。用一个镜头成就百亿企
业的舜宇光学、“包办”全球四分
之一扩散膜的激智科技、一次次攻
克溅射靶材“世界级难题”的江丰
电子、打破国际垄断的天生密封件
⋯⋯有媒体把宁波单项冠军企业比
作武侠小说中的“扫地僧”，默默
无闻，却身怀绝技。

今年以来，疫情对经济运行造
成前所未有的冲击，但不少单项冠
军企业逆势快速发展，成为维护产
业链安全的重要力量。相关统计显
示，今年 1 月至 5 月，全市 39 家国
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产值增长
8.9%，让业界看到了它们超强的韧
性和实力。

单项冠军企业已然锋芒毕露，
更多的专精特新的“小巨人”也蓄
势待发。目前全市有 308 家企业进
入单项冠军企业培育库，这些企业
中，主导产品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
的有 76 家、全球前三的有 171 家、

全国第一的有 205 家。
这些企业的创新能力、市场地

位、质量效益和抗风险能力，也远
超一般企业。去年，308 家企业实
现主营业务收入 3918 亿元、利润
438 亿 元 ， 创 造 了 全 市 制 造 业
23.3%的主营业务收入和 33.8%的
利润。

近年来，宁波的单项冠军企业
和“小巨人”企业现象引起全国关
注。去年以来，新华社等央媒多次
专门到宁波调研，梳理宁波培育制
造业单项冠军的经验做法。去年
10 月，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周济院
士在 2019 国家制造强国建设专家
论坛上，建议宁波打造“中国隐形
冠军之城”。

此次全市打造制造业单项冠军
之城部署会上，市委市政府出台

《聚焦关键核心技术 打造制造业
单项冠军之城行动方案》，明确以

“246”万千亿级产业集群为重点，
建立技术攻关、单项冠军培育、重
点产业链培育“三张清单”，强化

“关键核心技术—材料—零件—部
件—整机—系统集成”和“关键核
心技术—产品—企业—产业链—产
业集群”的全链条培育，实施关键
核心技术突破、自主创新技术产品
转化、单项冠军企业梯队培育、重
点产业补链强链、产业生态优化

“五大工程”。
打造制造业单项冠军之城，政

府和企业必须一起打拼、一起努
力。政府的工作是把台搭好、把服
务做好、把政策落实好、把营商环
境建设好。作为主角的企业，更要
立冠军之志，坚定信心、深耕主
业、矢志创新、团结协作，把戏唱
出众、唱精彩。唯有政企同心，相
向而行，才能成就宁波的制造业单
项冠军之城，使“重要窗口”模范
生拥有更加硬核的实力。

【上接第1版③】
平 均 年 龄 54 岁 ， 3 年 来 累 计

捡 拾 烟 头 4 万 多 个 ⋯⋯“ 烟 头 奶
奶”志愿服务团队带动了越来越
多的人共同参与文明创建。前不
久，她们的故事还登上了 《人民
日报》。

“众人同心，其利断金。”邱隘
镇党委书记卢明娟说，邱隘发动全
镇各村 （社）、部门机关、企业商
铺、居民群众共同参与，汇聚成了
共建美丽家园、共创文明城市的强
大合力。

随手做志愿，谁都不缺席

“随手做志愿，我们办企业的
也不能缺席。”在邱隘镇沈家村顺
达工业园区，三诺照明电器配件厂
负责人邱金春每周都带领职工在园
区参加志愿服务。

打扫卫生死角，督导垃圾分
类 ⋯⋯ 邱 金 春 说 ：“ 我 们 企 业 虽
小，也希望能为创建文明城市出一
份力。现在园区越来越干净，很有
成就感。”

邱隘的外来务工人员超过 6 万
人，老镇区沿街店铺逾千家。走在

邱隘街上，随处可见“红马甲”，
志愿者成了一道风景线。邱隘镇组
建了 400 余人的村社志愿服务队，
20 家重点企业、银行、超市、商
铺还组建了百余人的“银企商”志
愿队伍，多层面开展志愿服务活
动。

“我们员工参与志愿服务的热
情非常高，有的连续三个周末前来
参加活动。”邱隘世纪百联超市的
陈晖说，“现在邱隘越来越整洁，
我们能够参与其中，扮靓家园，觉
得很开心。”

在邱隘回龙村，还有一支由外
来务工人员组成的“581 志愿服务
队 ”。“581” 是 “ 我 帮 你 ” 的 谐
音。新宁波人以老乡带老乡、老乡
帮老乡的方式，开展环境卫生整
治、不文明行为劝导等志愿服务。

目前，邱隘全镇志愿者已经达
到 1.7 万名，志愿服务成为越来越
多人的习惯。

“啄木鸟”，雕琢文明细节

让文明创建的成果巩固下来，
常态化是关键。邱隘镇建立动态督
查制度，开展“啄木鸟”瞭望员活

动，让群众成为文明创建工作的
“阅卷人”，努力构建起文明创建大
督查格局。

每周一，邱隘镇横泾村的村民
陈泳和 30 名“啄木鸟”在邱隘的
角角落落来回巡查，发现不文明现
象就及时拍照上传。

“我们反馈的问题，基本上两
天内能得到处理，这个速度必须点
赞！”陈泳刚在楼道口发现了一堆
废旧家具，拍照上传后，当天下午
就清理干净了。

“‘啄木鸟’反馈的问题，由
专职人员进行整理汇总，交办给相
关单位进行为期两天的整改。”邱
隘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韩洁说，通
过闭环的整改机制，目前“啄木
鸟”反映的 400 多个问题按期得到
了解决。

能挑刺的地方越来越少，喜人
的变化越来越多，这一切让陈泳很
自豪。

为了让更多人参与文明城市创
建，邱隘镇还在中小学校发放了

《给学生家长的一封信》，通过小手
拉大手，让每一个邱隘人都成为文
明城市创建的主角。让全民参与,
汇成文明的大合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