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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董娜 通讯员陈
冰曲 潘雅巍）“ 没 想 到 在 大 厅

‘智能服务区’点点鼠标，就能实
现企业档案的查询和打印，还有工
作 人 员 现 场 指 导 操 作 ， 太 方 便
了。”某会计师事务所代办人员彭
女士日前到江北区行政服务中心，
成功体验了一次跨区企业档案调取

“秒办”。
彭女士告诉记者，此前若需要

调取企业纸质档案，需要经办人携
带加盖企业公章的介绍信和身份证
到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档案室调

取，需花费一定的时间，有时候要跑
多个地方，如今在江北区行政服务
中心代办其他业务时就可以顺带把
这个事项“秒办”掉，让她切实体会到
了“互联网+政务服务”带来的便利。

为了让更多业务实现“即办”到
“秒办”的转变，江北探索创新了这
项新型智能审批模式。该模式主要
基于政务服务 2.0 系统线上办等，群
众通过线上申请，利用人脸识别、数
据共享关联等方式，精简填写信息
及上报材料，通过系统后台智能比
对，即时出具结果。目前，江北推出

的首批“智能秒办”政务服务事项清
单，涉及社保、医保、公安、税务等部
门的 70 个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公布
一个月来，已成功办理“秒办”事项
4 万多件。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历年账
户家庭共济备案、公章刻制备案

（新刻）、社会保障卡解挂和注销
⋯⋯在大厅一体智能机“智能秒
办”模块中，记者看到，这些和民
生息息相关的高频办理事项清晰在
列，其具体办理方式也一目了然。

此外，将“智能秒办”政务服

务事项的清单化对外展示，不仅为
企业群众办事“最多跑一次”提供
了新途径，还能在此基础上一次办
成多件“秒办”事项。

“ 推 进 这 70 个 政 务 服 务 事 项
‘即办’到‘秒办’的转变，有利
于推动政务服务场景式集成服务变
革，促进行政审批从单个部门独立
式向整体政府集成式的政务服务转
变，进一步提升数字政务服务水
平。”江北区审管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江北政务
服务事项网上办结率达 94.93%。

江北70个政务事项可“智能秒办”
一个月已成功办理4万多件

本报讯（通讯员竺瑜 记者厉
晓杭）“ 我 在 行 政 服 务 中 心 停 车
场，用手机点点就取好了号，等短
信发来说快轮到了，就去大厅办过
户，现在到政府办事真是越来越方
便了。”顺利办结业务的张先生感
慨不已。近日，北仑区行政服务中
心 251 个常办事项在浙里办 APP 上

实现“无感取号”。这其中有一手房
二手房过户登记、户籍（身份证）办
理、公司设立变更、道路运输证配发
年审等群众和企业常办事项。

身处北仑区行政服务中心 500
米范围内，办事群众只需在“浙里
办”APP 上点击“立即取号”，就
能轻松实现号码随心取、无感取。

之后会有短信温馨提醒，群众可随
时关注排队情况，提前整理好所需
资料，在收到即时短信后前往相应
窗口办理即可。

据北仑区政务服务办公室相关
负责人介绍，连日来，不动产办理
区前人头攒动，窗口日均办件量在
400 件次以上。线上取号功能的开

通，缓解了大厅排队拥堵情况。较
原先群众手持身份证在取号机前排
队取号，这种无纸化、无接触的取
号方式，最大限度保障了疫情防控
期间办事人员的安全，同时进一步
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有效提升了
企业和群众对服务型政府的认可度
和满意度。

手机点一点 办事不拥堵

北仑251个常办事项实现“无感取号”
一线党旗飘

留在宁波过大年

捣麻糍、剪窗花、做米胖糖
……昨天上午，宁海县茶院乡许
民村“三爿石农庄”大院里，12名

留岗外来员工的子女在志愿者陪
伴下，体验了一把宁海独有的过
年习俗。本次活动是由茶院乡团

委、关工委和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
合开办的“向日葵课堂”的一部分。

“向日葵课堂”是该乡针对少年儿童

定制的志愿服务项目，至今已连续
举办3年，累计受益少年儿童近3000
人次。 （李江林 严龙 摄）

这里过年真有趣这里过年真有趣

本报讯（记者黄程 通讯员
高露 魏小捷）“ 宁 波 需 要 我
们，在这里过个不一样的‘宁波
年’，也挺好！”日前，接过江北
孔浦街道送来的暖心年货大礼包
后，安徽籍首席工人雍万松告诉
记者，今年将坚守岗位，做好物
流保障工作。

公司员工魏超是吉林人，在
收到“留甬过年”的倡议后，她

响应号召第一时间退掉了订好的
车票。她说：“我来宁波工作十
多年了，以往每年过年都会回老
家。这次和父母说明了情况，他
们也支持，现在短暂地与家人分
离也是为了之后更好地团聚。”
据了解，目前，宁波中通物流集
团有限公司一线职工大约有 300
人，与雍万松、魏超一样打算留
甬的工人占到了七成。

据悉，作为宁波市应急运力储
备单位、宁波市粮食应急运输保障
单位，宁波中通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承担着市级防疫物资应急运输保障
任务，并为冬春季疫情防控期间的
宁波市区粮食市场供应提供 300 吨
的日运输能力保障。公司行政科科
长史琪琪告诉记者：“目前我们主
要保障商贸业市场供应，如世纪联
华、永辉超市等民生类大型商超和

商贸企业的日常仓配工作。”冬春
季疫情防控期间，公司还将全力保
障民生物资应急运输需求。

物流运作需要人力保障，为了
让更多的员工在宁波过一个好年，
中通物流多措并举保障稳岗留工优
工，鼓励员工“就地过年”。“公
司出台了各项福利政策，如为留
甬职工发放防疫大礼包、安排留
甬 职 工 吃 年 夜 饭 、 发 放 春 节 红
包。”史琪琪介绍，“对春节期间
配合加班的人员，除给予加班费
之外，再给予额外奖励。”此外，
公司还将组织留甬员工进行周边
短途旅游、24 小时免费开放职工
书屋、按防疫要求定期开放电影
放映室等。

保障防疫、民生物资应急运输

这家物流企业七成员工留甬守岗

记 者 董小芳
通讯员 应珍娣 徐铭怿

“勤奋刻苦成事业，清正廉洁
聚人心”“官清政善乾坤朗，民富
国强社稷光”“长廉养得好心境，
洁身如玉家太平”⋯⋯近日，宁海
县文联文艺创作室内，几名党员泼
墨挥毫，“春风送廉”活动如火如

荼。
“四季清风”之“春风送廉”

活动，由宁海县纪委县监委、县文
联联合举办，旨在进一步加强党员
领导干部党风廉政教育，推进廉政
文化建设，大力营造崇廉尚洁、风
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该活动由
宁海县爱好书法的党员带头书写廉
政春联，再由县纪委县监委各派驻
纪检监察组组长上门赠送给相关监
督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并与主要负
责人进行廉政交心谈话。

“结合本次活动，我们将紧扣

党风清正、院风清朗、医风清新的
‘三清’目标，突出清廉能力、清
廉规则、清廉运行三大重点，着重
从管党治党责任落实、清廉监督护
航、清廉文化培植三方面着手，大
力将清廉机关、清廉医院建设工作
做深做实。”收到廉政春联后，宁
海县卫健局主要负责人表示。

据悉，自 2017 年以来，宁海
县纪委县监委整合全县宣传资源，
发挥各职能部门优势，形成廉政文
化建设工作合力，按照“一个品牌
做到底、年年活动有创意”的要

求，持续打造“四季清风”廉政文
化品牌，让清廉文化活动常态化。
陆续开展了写廉政书画、诵廉政诗
词、读传统家书、唱廉政歌曲、讲
廉政故事、编廉政书籍等廉政文化
系列活动，寓教于乐，传播廉洁理
念，深受党员干部群众欢迎。

“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以廉
政春联形式‘写廉’‘送廉’‘谈
廉’，温馨提醒领导干部严格遵守
纪律，守好廉政底线，这种教育更
有人情味。”宁海县纪委县监委相
关负责人说。

宁海：送廉政春联过廉洁新年

本报讯（记者陈章升 慈溪市
委报道组张天叶 通讯员奕碧琼）
热乎乎的白灼海虾、香喷喷的番茄
炒蛋⋯⋯前天中午，家住慈溪市古
塘街道的外来员工子女许何琪收到
巾帼志愿者龚利群送来的“温暖午
餐”。“小许刚放假，爸妈工作忙。
为了让他在家安心学习，我们每天
中午都会送餐上门，并安排老师辅
导功课。”龚利群说。

解除外来员工后顾之忧，让他
们和家人留在慈溪安心过年。近
日，古塘街道妇联发起公益行动，
组织志愿者为外来员工子女“送餐
送课”，让他们感受到第二故乡的
温暖。经过前期走访，她们成立帮
扶小组，为放假在家的外来员工子
女做饭送餐、辅导功课。

在古塘，参与“送餐送课”的
巾帼志愿者有 300 多名，其中有党
员干部、教师、大学生等。近日，
她们与 200 多个留在慈溪过年的孩
子结对，成为厨艺精湛的“爱心姐
姐 ”、 有 问 必 答 的 “ 课 外 老 师 ”。

“寒假期间，我们与大学生志愿者
组建学习帮扶小组，为外来员工子
女免费辅导功课。”慈溪市实验小
学数学教师毛亚珍说，孩子们生活
学习有保障，他们的父母就能安心
工作。

除了“送餐送课”，古塘“爱
心姐姐”志愿服务队还向孩子们送
上新年礼物和防疫用品。为了让不
能与父母团聚的“小候鸟”留在老
家安心过年，古塘志愿者给他们写
了“一封家书”，寄去防疫、学习
用 品 。“ 新 年 祝 福 和 礼 物 我 收 到
了。我在家会照顾好爷爷奶奶，用
功读书，请你们放心⋯⋯”日前，
身处河南商丘的王嘉鑫收到来自慈
溪的新年祝福，通过手机向其父母
和志愿者拜早年。

大手牵小手 温暖过新年

慈溪巾帼志愿者
为外来员工子女“送餐送课”

慈溪古塘巾帼志愿者为结对孩子辅导功课。 （陈章升 徐婷 摄）

本报讯（记者张昊 通讯员徐
洪珂）佳气满山川，腊月迎丰年。前
天，象山县“和美大徐”新时代文明
实践示范线在大徐镇开线，以村庄
为节，以文明做线，串联和美乡愁。

建设和美大徐，构筑幸福栖息
地。“和美大徐”新时代文明实践示
范线以汤鲁公路、丹大公路为纽带，
串联起大徐镇杉木洋村、下院村、塔
幢村、大磊头村、相思岭村、林善岙
村、大徐村 7 个村庄，充分展现了大
徐镇人文历史、非遗文化、自然风
貌、宜居生活和乡风文明等元素。

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线创 建
是我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生动
实践，也是提升城乡品质、建设文
明宁波的重要举措。近来，象山大

徐镇以杉木洋、相思岭、大徐、下院
等村为重点，在保留古村本色原味
的基础上，结合文明村、景区镇、美
丽城镇等创建，让“绿树合村、青山
抱村、溪流绕村、古道萦村”绽放出
浓郁而深情的乡愁。

大徐村的殷夫故居，作为著名红
色教育基地承载和弘扬崇高的革命精
神，吸引众多游客前往参观；下院村竹
林环绕，春荣竹艺文化苑传承非遗竹
根雕文化；杉木洋村的盐文化馆、盐文
化公园展示了徐氏后人“煮海为盐”的
非遗文化⋯⋯步步有风景，处处见文
明。“和美大徐”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
线勾画出一条展示古色历史风韵、传
承千年盐文化、书写幸福生活、流传大
爱红色记忆的示范线。

象山“和美大徐”
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线开线

本报讯（记者金鹭 通讯员张
超梁 高晓静） 记者近日从中科院
宁波材料所获悉，由中科院宁波材料
所薛群基院士和王立平研究员带领
的海洋功能材料团队，与浙江科鑫重
工有限公司等联合研制的有机/无
机纤维复合增强新一代海洋重防腐
涂层材料，在舟岱大桥建设中所需
的钢管桩等方面实现工程应用。

钢管桩是大型工程结构所采用
的主要基础形式，但其服役环境异
常严苛。“与在海水中相比，钢管
桩在水位变动区的腐蚀速率高出 3
倍至 10 倍。这严重影响其使用寿
命，与工程安全建设。”王立平说。

在船舶停靠、抛锚、夹桩施工
及在拆卸承台底模板过程中，处
于潮汐区的钢管桩涂层易受划伤

或撞伤。
开发出长寿命、高可靠性和耐

撞击的钢管桩防护涂层，保障海洋
重大工程设施安全、持久运行，具
有重要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经过多年努力，宁波材料所与
浙江科鑫重工有限公司、宁波科鑫
腐蚀控制工程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
攻关，突破技术瓶颈。

“相关性能已达到国际同类产
品领先水平。”王立平说，联合研
制的纤维复合增强涂层材料拥有比
强度高、抗腐蚀性和耐久性能好、
热膨胀系数与混凝土相近等优点。

目前，该项研究成果已在宁波
舟山港主通道项目、国内海上风电
建设进行工程应用，申请国家发明
专利 21 项，其中已获授权 14 项。

宁波研制新一代
海洋重防腐材料
应用在宁波舟山港主通道项目上

新一代海洋重防腐材料应用于舟岱大桥钢管桩上。 （高晓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