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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市区空气质量预测：良

新华社北京1月1日电 2021
年 1 月 1 日出版的今年第 1 期 《求
是》 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 主 席 、 中 央 军 委 主 席 习 近 平
2017 年 1 月 18 日在联合国日内瓦
总部的演讲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

文章强调，人类正处在大发展
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也正处在一个
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
代。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

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也是
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让和平的薪
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
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
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
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文章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关键在行动。国际社会要从伙
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
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作出努

力。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
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
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
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
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
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
洁美丽的世界。

文章指出，世界好，中国才能
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面向未
来，第一，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决
心不会改变，第二，中国促进共同

发展的决心不会改变，第三，中国
打造伙伴关系的决心不会改变，第
四，中国支持多边主义的决心不会
改变。

文章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
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
目标。中国愿同联合国广大成员
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
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
程。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据新华社北京1月1日电 经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中央军
委日前印发 《现役军官管理暂行条
例》，以及 《现役军官选拔补充暂
行规定》、《现役军官教育培训暂行
规 定》、《现 役 军 官 考 核 暂 行 规
定》、《现役军官晋升任用暂行规
定》、《现役军官交流暂行规定》、

《现役军官退役暂行规定》、《现役
军官待遇级别管理暂行规定》、《专

业技术军官管理暂行规定》、《关于
推进军官岗位管理的意见》、《关于
推进军官职业发展路径管理的意
见》、《关于规范军官制度改革中等
级转换办法和过渡政策的通知》 等
配套法规，均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
施行。

《现役军官管理暂行条例》 及
相关配套法规，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决贯
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全面落实新时
代党的组织路线，坚持党对军队的
绝对领导，坚持聚焦备战打仗，着
眼建立中国特色军官职业化制度，
调整重塑军官等级制度，创新完善
军官分类管理、服役、职业发展管
理、待遇保障等制度，为加强新时
代军官队伍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和
制度支撑。

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
中央军委印发《现役军官管理暂行
条例》及相关配套法规

本报讯（记者吴向正 鄞州区
委 报 道 组杨磊 通 讯 员陈裘超）

“根据民生实事项目安排，鄞州区
妇幼保健院将搬迁到明楼街道小区
附近，有关部门有没有考虑如何保
障鄞州南部区域居民对妇幼保健服
务的需求？”“为了满足鄞州区南部
居民的相关需求，妇幼保健机构将
提供更多的线上诊疗服务，同时打
算在南部乡镇另设一个妇幼保健服
务点，提供预约式诊疗服务。”

在上月 30 日鄞州区人大常委
会开展的“实事实做 民生为重·
向人民报告”活动中，人大代表直
言开问，部门负责人一一作答。

“这是鄞州区人大常委会第三
次聚焦民生实事项目推进落实，开
展‘向人民报告’活动。”鄞州区
人大常委会负责人介绍，自 2018
年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在
鄞州区级层面施行以来，区人大常
委会深度推进票决制工作的“下半
篇”，构建了“全年无休式动态监
督+清单式监督+向人民报告”的
监督体系，完成了从代表在人代会
上进行票决起始，到面对面向代表
以及全区人民报告项目完成情况的
全程闭环。

在鄞州区人大常委会的有力监
督下，鄞州区民生实事项目建设顺
利开展，2018 年、2019 年的 20 个

民生实事项目全部如期完成，并先
后通过“向人民报告”活动向人大
代表和群众汇报项目落实情况、接
受满意度测评，有力提高了政府工
作的透明度和人民群众的满意度。

2020 年票决产生的 10 个鄞州
区民生实事项目落实情况如何？经
人大代表测评，10 个民生实事项
目取得了优良的成绩，满意度最低
为 96.72%，最高为 100%。与前两
次相比，此次“实事实做 民生为
重·向人民报告”活动结合鄞州人
大开展的“码上说，代表督”工作
进行了全新升级：通过现场提问、
实地连线、直播互动等多种形式，
广泛听取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对项
目建设、运行情况的意见建议，并
创新采取“扫码参会”的形式，请
场内和场外的 300 余位区人大代表
为 2020 年度区民生实事项目推进
落实情况进行满意度测评。活动现
场，代表们踊跃提问，充满了“辣
味”，有关部门负责人虚心接受批
评，认真听取建议，耐心介绍工
作，坦诚交流看法，并提出整改落
实举措。活动结束后，鄞州区人大
常委会将深入践行人民至上理念，
围绕现场提出的问题意见制定有关
处理规则，明确整改落实的具体要
求，监督并支持政府部门精准落实
整改。

民生实事项目
件件“向人民报告”
鄞州人大全程闭环监督民生实事项目落实

本报讯（记者杨绪忠 通讯员
张彩娜 史修森） 近日，市住建局
发布消息，截至去年 11 月底，我
市共有预拌砂浆生产企业 20 家，
累计产量 749.51 万吨。去年全市预
拌砂浆产量超 213 万吨，居全省第
二，比“十二五”末产量增长 10
倍多。

“十三五”期间，我市积极推
广预拌混凝土应用，预拌混凝土下
乡成常态，各区县（市）城镇农房建
设广泛应用预拌混凝土。截至去年
11 月底，全市有资质的预拌商品混
凝土企业达到 125 家，累计提供预
拌商品混凝土 1.614 亿立方米。其中
去年提供预拌混凝土 3532.29 万立
方米，居全省第二。

我市积极推进预拌混凝土行业
清洁化生产，按照“全封闭”“内
循环”“零排放”要求，全力以赴
加快进度，积极开展全市预拌混凝

土行业清洁化生产改造。截至去年
10 月底，全市 107 家预拌混凝土企
业 （应改造企业） 已全部完成清洁
化生产改造。

“为保护环境，我市积极鼓励
有条件的矿山企业生产机制砂，积
极引导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生产
企业使用机制砂。”市建筑材料管
理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为强
化我市天然砂净化质量监管，未来
将依托全市地方建筑材料在线监管
平台优势，推动“互联网+”在建
设用砂管理上的模式创新，把建设
用砂从开采、运输、流通到使用全
程监管起来，使我市建设用砂质量
得到有效控制，真正形成建设用砂
监管闭环。

据悉，“十三五”期间，全市
建筑材料产业步入高质量发展阶
段，向绿色、环保、节能转变，新
型墙体材料企业，预拌混凝土、预
拌砂浆生产项目与散装水泥中转配
送站布局日趋合理，建筑垃圾资源
化利用稳步推进。

去年全市预拌砂浆产量
超213万吨
居全省第二，5年增长10倍

奋进的“十三五”数读篇数读篇

奋进的“十三五”讲述篇讲述篇

徐 川

近日我市有关部门相继决定，
取消原定的迎新年健身跑、新年音
乐会等大型集聚性活动，改为线上
举行。

按照惯例，每逢节假日，各地
各部门会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
活动，以营造喜庆气氛、丰富节日

生活。像元旦迎新年健身跑活动，
至今已连续举办了 37 年，深受广
大健身爱好者欢迎。今年迎新年健
身跑改为线上举行，绝大多数市民
表示理解、认可和支持。

当前，境外新冠肺炎疫情仍
在蔓延，国内多地接连出现本地
病例，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
这要求我们每个人保持足够的重

视和警醒，改变长期形成的生活
习惯和生活方式；同时要求各级
部 门 和 各 类 组 织 保 持 慎 重 和 理
性，及时转变工作思路和工作方
法，做到因时而变、顺势而为。
像文体活动的举办，切不可按部
就班、一成不变，也不可简单地
一停了之，而需要改变传统模式
另辟蹊径。

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
为线上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广阔的
空间。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线上教育、线上培训、线上
演 出 、 线 上 竞 赛 等 活 动 风 生 水
起，十分火爆。与传统线下活动
相比，线上活动不仅避免了人员
聚集，而且成本相对较低，受众
广、影响大。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形势下，多组织开展各种线上活
动，不断丰富精神文化产品的供
给，值得大力探索和推广，其效果
值得期待。

线上活动亦精彩

讲述人：宁波金发新材料有限
公司财务总监谢冬明

来宁波工作的这几年，我经历
了宁波金发从濒临破产到起死回
生、从举步维艰到“浴火重生”的过
程。其间，我深刻体会到宁波营商环
境的高效率和人情味，对我们的帮
助“有速度、有力度、更有温度”。

宁波金发的前身是宁波海越新
材料有限公司，在 2018 年初的时
候，别说投资建设新的项目，就是
维持原有的生产也很困难。当时公
司受到原控股股东债务危机影响，
生产停滞，计划项目一个个取消，
员工人心惶惶，账目资金捉襟见肘
⋯⋯我心里明白，一旦资金链断
裂，几十亿元的投资就会泡汤，那

时真是愁得好几夜没合眼。
在这个紧要关头，政府工作人

员带着优惠政策上门“问诊”，尤
其是税务部门第一时间成立业务专
家团队，面对面为我们梳理优惠政
策，并专门开辟绿色通道，加班加
点为我们办理税款缓缴业务。

资金暂时释放使得公司能够勉
强维持生产经营，然而好景不长，
2018 年 12 月，海越新材料被金发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并更名为宁
波金发新材料有限公司。被收购后
企业需分期偿还债务，同时银行授
信需重新审批，企业资金缺口一度
高达 2 亿元。

在这个关键时刻，减税降费政
策就像一场及时雨。2019 年仅增

值税税率调整及配套优惠政策一
项，就为公司节省了 7738 万元税
款。这几年减税降费政策层层加
码，去年又为我们送来阶段性减免
社保费红包 357.49 万元。而个人所
得税优惠政策，让员工的口袋更鼓
了。我让财务经理统计过，公司税
款缓缴金额累计高达 5.27 亿元。

税收优惠“组合拳”帮助公司
上下开足马力，“十三五”期间，
公司营业收入激增 10.69 亿元，净
利润由负转正，达到 3.77 亿元。去
年，顶住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压
力，母公司金发科技火速赶制熔喷
布、口罩、医疗手套等防疫物资，
获得了大量市场订单。去年前三季
度公司投资超 105 亿元，年产 120

万 吨 聚 丙 烯 热 塑 性 弹 性 体
（PTPE） 及改性新材料一体化项目
正在建设中。

减税降费服务“六稳”
“六保”大局

2019 年全年，我市新增减税
降费 359.02 亿元，其中税收减免
335.15亿元，税务部门征收的社会
保险费减免 22.71 亿元，税务部门
征收的非税收入减免1.16亿元。去
年 1 月至 9 月，全市新增减税降费
271.55亿元，减税降费的“真金白
银”精准直达市场主体，有力服务

“六稳”“六保”大局。
（记者 董娜 通讯员 永轩 整理）

税收优惠“组合拳”护企发展

前天晚上，2021宁波市青少年新年音乐会以线上直播的形式快乐奏响。全市近万名青少年和
音乐爱好者在线上聆听了《春节序曲》《贝多芬第七交响曲》《匈牙利舞曲第5号》等中外经典名曲
和《红星歌》《映山红》《我的祖国》等耳熟能详的电影音乐。 （丁安 项晓婷 摄）好声音 线上听

阳光下的元旦
昨天是元旦小长假首日，尽管气温较低，但天气晴好。在天一广场，人们

沐浴着新年的阳光，逛街、游玩、购物，享受美好假期。 （周建平 摄）

今
日
推
荐

住院费用医疗费用DRGs点数法
付费在我市全面落地

宁海这位非遗传承人
要在自家院子里建古戏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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