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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20 年立法计划审议预
备项目和调研项目的实施结果和
2021 年立法建议项目的征集情况，
市人大法制委员会经与有关方面讨
论研究，拟定了《宁波市人大常委会
2021 年立法计划（征求意见稿）》。

现予公布，征求广大市民和社会各
界的意见，并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公开征求意见的时间自登
报之日起至 1 月 15 日结束。

二、市民和社会各界可以对征
求意见稿中所列的立法项目提出意

见，也可以提出新的立法建议项目。
提出新的立法建议项目的，请简要

说明立法理由。
三、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市人大

法制委员会设立立法建议电子信箱
和联系电话。市民和社会各界可以
通过信函、电子邮件或者电话、传真
方式提出意见。

来信请寄：宁波市鄞州区宁穿
路 2001 号，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办

公室收。邮编：315040
电子邮箱：nbrdfz@ningbo.gov.cn
电话：89182075
传真：89182140

宁波市人大法制委员会
2021年1月6日

通 告

宁波市人大常委会2021年立法计划
（征求意见稿）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虞海波 陈盛竹） 春节将至，
作为工业大区、制造业强区的北
仑，率先响应全市“支持工业
企业留工优工稳增促投”的号
召 ， 政 企 合 力 ， 积 极 开 展 行
动，鼓励外地职工春节期间留
在北仑，保持复工复产以来全
区 工 业 经 济 的 良 好 发 展 形 势 ，
降低因大规模人员流动而增加的
疫情防控风险。

大碶、春晓、柴桥等街道联
合工业社区、商会等，面向辖区
企业发出线上线下倡议书，动员
企业用实实在在的福利留职工在

北仑过年。
作为轻量化高端大型模具

的“小巨人”企业，宁波臻至
机械模具有限公司去年二季度
以来订单不断。春节期间，企
业计划给在企员工每人 600 元的
按时返工奖励；针对身份证为
3302 开头的本地职工，如在宁
波市小范围内旅游、过年不出
市，给予 1500 元现金奖励；针
对身份证非 3302 开头的外地职
工，过年不回老家的给予 2500
元现金奖励。截至目前，130 名
外地职工中 112 人准备留在宁波
过年。

宁波中能联通机械有限公司在
“真金白银”奖励的基础上，拟计
划实施错峰休假，抢先机、抢工
期。这样一来既可减少人员的集中
流动，也能最大程度保障企业的正
常生产秩序。

如何让企业职工在北仑这个
“第二故乡”过一个充实美满的春
节，北仑区各街道、部门与企业合
力，组织工业园区留守职工、少数
民族职工开展诸如年夜饭、大联欢
等暖心活动，营造浓浓年味。

“虽然归家心切，不过为了响
应国家号召，当好企业带头人，今
年将和职工一起过个团圆年！”宁

波璟展机械有限公司台湾籍负责人
王郁盛表示，在春晓街道文化站的
帮助下，公司计划二月初开展写春
联活动，邀请留企过年职工及亲属
共贺新春。

总部位于大碶高端汽配模具园
区的宁波旭升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为留在北仑的员工制定了“过节
清单”，不仅免费提供一日三餐，
还将组织旅游、亲子活动等。此
外，公司董事长在承诺分发 500 万
元奖励金的基础上，还写了一封情
深意切的家书—— 《再致全体旭升
家人的一封信》，以薪留人，更以
情留人。

积极响应全市“支持工业企业留工优工稳增促投”的号召

北仑：政企合力鼓励职工“留下过年”

一、审议项目（2+7项）

1.宁波市全民健身条例

2.宁波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修订）

3.宁波市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管理条例（修订）

4.宁波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

5.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6.宁波市志愿服务条例（修订）

7.宁波市教育督导条例（修改）

8.宁波市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修改）

9.宁波市机动车维修业管理条例（修改）

二、审议预备项目（7项）

1.宁波市社会信用条例

2.宁波市人民调解条例（修订）

3.宁波市水资源管理条例（修订）

起草单位

市商务局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市文广旅游局

市文明办

市教育局

市民宗局

市交通运输局

起草单位

市发改委

市司法局

市水利局

提案人

2020 年转接项目

2020 年转接项目

市政府

市政府

市政府

市政府

市政府

市政府

主任会议

提案人

市政府

市政府

市政府

联系工委

财经工委

城建环资工委

教科文卫工委

社会建设工委

教科文卫工委

民宗侨外工委

城建环资工委

联系工委

财经工委

监察司法工委

农业农村工委

三、调研项目（8项）

1.宁波市家政服务管理条例

2.宁波市无居民海岛管理条例（修订）

3.宁波市土壤污染防治条例

4.宁波市房地产中介服务条例（修订）

5.宁波市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条例

6.宁波市疫苗接种管理条例

7.宁波市爱国卫生条例（修订）

8.宁波市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条例（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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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宁波市城市供水和节约用水管理条例（修订）

5.宁波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条例（修订）

6.宁波市企业技术秘密保护条例（修订）

7.宁波市专利管理条例（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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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黄程 江北区
委报道组张落雁 通讯员赵鹏）

“春节期间计划留下一半以上的
工人，一方面是因为疫情形势不
确定，另一方面也是保证公司正
常的订单生产任务。”昨天，宁
波巨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近日，巨隆机械制定了一系
列措施留工优工。对于春节期间
留在宁波的一线工人，公司将一
次性给予 800 元的补贴，并在公

司食堂提供一日三餐的免费用
餐。“公司还计划在春节假期提
供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由综合
部门每天轮流安排上演相关活
动，让员工在宁波也能热热闹闹
过个年。”该负责人说。

巨隆机械经过第一轮排摸
后，在自愿自主的原则下，目前
初 步 确 定 60%的 员 工 愿 意 留 下
来。随着春节临近，公司还将进一
步排摸员工意向，从多方面加以引
导，努力留下 75%左右的员工。

与巨隆机械类似，宁波汇众汽
车车桥制造有限公司也在快速落实
留工优工举措。汇众车桥对于春节
7 天留守的劳务外包工，将由劳务
公司给予每天 60 元的补助金，并
根据入职时间给予 300 元至 1000 元
不等的春节留守激励奖金。同时公
司计划在春节期间组织包饺子等活
动，并适当提高工作餐标准。目
前，经初步排摸，汇众车桥确定
30%左右的员工留守。

随着春节临近，爱柯迪、东力

传动等多家企业，均在落实留工优
工措施，根据企业具体生产情况和
疫情防控形势，确定留工人数。与
此同时，江北区多个部门也在快速
制定出台相关扶持政策，配合宁
波市出台的相关政策，对企业留
工优工进行政策补贴，并通过鼓励
中小学校引导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与
父母留甬团圆过年，以及网络拜
年、年货寄回家、发放过年红包等
形式，对留守员工加大慰问、福利
补贴力度。

江北：多家企业“发红包”留工优工

本报讯（记者王博 鄞州区
委报道组杨磊） 上月底，位于鄞
州区的宁波圣龙 （集团） 有限公
司发出 《致圣龙股份全体员工的
一封信》，在感激 1398 名员工之
余，准备好“百万红包”重奖春
节假期坚守岗位的一线员工。

宁波出台 《关于支持工业企
业留工优工稳增促投的若干意
见》 后，鄞州区各镇 （街道） 纷

纷出招，以多项福利政策留住外
地员工在宁波过年。

云龙镇是鄞州区工业强镇，
有 1200 多家企业，在册登记省
外职工近 2 万人。为减少节日期
间的人员流动，做好疫情防控，
同时避免节后用工荒，云龙镇总
工会及云龙镇商会联合发出倡
议，鼓励省外员工留守宁波过春
节 ， 每 人 可 获 666 元 红 包 。 目

前，云龙镇已有超过 200 家企业给
留守过年的员工发了红包，累计发
放金额 70 余万元。

除了以薪留人，还需以情留
人。不少鄞企正在与属地政府通力
合作，届时通过年夜饭、亲子联欢
等各种新春活动，让外地职工感受

“第二故乡”的浓浓年味。位于中
河 街 道 的 和 邦 集 团 现 有 员 工 248
名，其中 180 余人是保安、保洁员

等一线工作者，大部分来自外地。
上月初，和邦集团按照往年惯例提
前进行了员工返乡情况排摸，仅
30 名员工有回家意向。位于五乡
镇的宁波帅元电声元件有限公司也
进行了摸底，目前有 50%至 60%的
员工愿意留在宁波过年。公司目前
正在制订进一步的政策，提升住
宿、用餐条件，让外地员工待在公
司“有家的感觉”。

鄞州：多项福利政策留住外地员工

本报讯（记者严龙 宁海县
委报道组徐铭怿） 昨天上午，位
于宁海县天明湖西岸的新天悦广
场项目建筑工地内，该县住建局
联合县建筑业工会向 200 余名工
人送上了热水袋、毛巾、手套等
生活用品，还准备了红糖姜茶、
红枣红豆汤、萝卜排骨汤，慰问
坚守一线岗位的工人。

随着又一波强冷空气来袭，
该工地通过员工学校、班前教育
等方式，积极向一线工人宣传防
冻保温知识，强化安全施工意
识 。 工 地 食 堂 特 意 增 加 了 鱼 、
肉、蛋等食物采购量，确保工人
们吃饱喝足有营养，在寒冬中保
持好的工作状态。

新天悦广场是宁海县政府重
点建设项目，总投资 20 多亿元。

图为慰问品发放现场。
（严龙 邵映菡 摄）

贴心送温暖
齐心抓进度

本报讯（记者黄合 通讯员勇
祖轩） 昨日上午，由市委组织部、
市民政局联合主办的全市村社“领
头雁”示范培训班在市委党校正式
开班，来自各区县 （市） 的 250 余
名村社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接
受为期 3 天的集中“特训”。

讲思想政治理论，谈基层党
建，论乡村振兴，谋社会治理，说

“三资”管理，话党风廉政。主办
方邀请市纪委市监委、市委组织
部、市委政研室、市委党校、市委
党史研究室、市农业农村局、市民
政局等部门专家担任“讲师”，帮
着“领头雁”一起找准工作定位，
一起理清工作思路。

滕头村红旗引路一任跟着一任
干、大沙村转变思路旅游兴村富
民、棠溪村“海棠花开”美梦成
真、大港社区因群众信任迸发出温
暖力量⋯⋯这些发生在身边的故
事，让人听着倍感振奋。回头看，
一个个“强村富民梦”，经过苦干

实干，变成了现实；向前看，我们
期待，这一届新任村社班子能够继
续潜心奋斗，给基层带来新气象。

据了解，此次换届，正值村社
组 织 任 期 调 整 的 分 界 期 、“ 一 肩
挑”的全面实践期、行政村规模调
整的融合期；换届后，村社党组织
书记“一肩挑”，责任更大，担子
更重，手中权力更大，同步的风险
也更大，或许还将带来村社组织体
系、权力架构、运行方式等一系列
调整。

对此，在定位、明责、赋能、
提神、鼓劲的基础上，市委组织部
有关负责人强调，希望广大“领头
雁”牢记“有权不可任性”，做到
事事处于公心、处处坚守正道，做到
既建章理事、又按章办事，用手中的
权力为民造福而不是为己谋利。

在 未 来 一 个 月 里 ， 各 区 县
（市） 也将陆续完成所有村社“领
头雁”的上任培训工作，为他们加
油赋能。

做百姓心目中的“好书记”
全市村社“领头雁”示范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 （记者何峰） 昨天下
午，宁波市统一战线理论学会第七
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审议通
过了宁波市统一战线理论学会第六
届理事会工作报告，修订了《宁波市
统一战线理论学会章程》，选举产生
了第七届理事会及其领导机构。

作为全市统一战线领域学术研
究团体，近年来，宁波市统一战线
理论学会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人才荟
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

立足宁波经济社会发展和统战工作
实际，深入研究统一战线理论和工
作实践中的重要课题，形成了一批
有影响、有深度的研究成果，有力
推动了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的创
新，为宁波统一战线高质量发展作
出了积极贡献。

据悉，8 年来，该学会获得中
央统战部全国统战理论政策研究创
新成果奖 6 项，获得全省统战理论
政策研究创新成果奖 48 项。

市统一战线理论学会
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通讯员
芦懿 叶啸天） 从 5 日起，镇海通
过电视检测、潜望镜检测等手段，
对全区 19 条主干道约 48 公里的地
下排水管网，进行“内镜体检”。

记者在西大河路段检查现场看
到，几名实施电视检测的市政工作
人员正对管道作封堵处理，然后通
过自带高清摄像功能的机器人，对
管道内部进检测。

随着工作人员拨动遥感，摄像
头进行 360°扫视，管道内哪里有淤
积、哪里有破损，屏幕上一目了然。

“随着使用年限增长，部分污

水管道出现了堵塞、破裂、渗漏、
变形等问题。为了从根本上消除隐
患，我们将逐步开展系统性的管网
管内检查。”镇海区综合行政执法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此次检查除了通过采
集图像对管道内部情况进行物理判
断外，还将对现行管网进行精准定
位、系统评估，既为市政部门制定
管道维修改造计划提供重要依据，
也为下一步全区排水信息化管理系
统建设奠定基础。

根据进度，该项工作将于 2 月
初全面完成。

镇海约48公里地下排水管网
全面“体检”

镇海对地下排水管网进行“体检”。 （芦懿 沈孙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