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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月 18日电 在
庆 祝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100 周 年 之
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8 日前往中国
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参观“‘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
览”，并带领党员领导同志重温入党
誓词。他强调，党的历史是最生动、
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我们党的一百
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

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
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回望
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
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
党的宝贵经验传承好、发扬好，铭记

奋斗历程，担当历史使命，从党的奋
斗历史中汲取前进力量。要教育引
导广大党员、干部通过参观学习，更
加自觉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始终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
持高度一致，坚定理想信念，学好用
好党的创新理论，赓续红色血脉，发
扬光荣传统，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团
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更好立足新发

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格局，全面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
作，汇聚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磅礴力量。 【下转第4版①】

习近平在参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时强调

铭记奋斗历程 担当历史使命 汲取前进力量
习近平带领党员领导同志重温入党誓词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参加活动

本报讯（记者吴向正） 6 月 17
日至 18 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李学忠率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
组，围绕 《浙江省粮食安全保障条
例》 贯彻落实，在甬开展粮食安全
执法检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余红
艺参加检查，王建康、沈敏及彭朱
刚参加检查或相关活动。

粮食安全执法检查是今年省市
县三级人大联动监督项目。省人大
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先后来到象山、
鄞州等地，仔细察看永久基本农
田、粮食生产功能区、农田水利工
程设施、粮食储备库、种子储备
库、粮食加工企业、粮油批发市
场、应急供应网点、用粮单位，走
访农机作业服务公司、种粮大户
等，考察了宁波市粮食文化陈列
馆。检查组重点检查粮食安全行政
首长责任制落实、粮食生产能力、
耕地保护、粮食储备、粮食流通、
粮食应急保障等方面情况。

18 日下午，执法检查组召开
座谈会，听取了市政府及鄞州区、
象山县关于粮食安全工作和法规实
施情况的汇报，并进行互动交流，
听取人大代表、种粮大户和粮食生
产经营企业负责人等的意见建议。

宁波市高度重视 《浙江省粮食
安全保障条例》 贯彻落实工作，切
实按照中央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决策
部署，自觉承担粮食安全的政治责
任，认真研究制定配套政策措施，
积极履行粮食安全职责，耕地保
护、粮食生产、储备粮管理、粮食
流通和应急保障等粮食安全各项工
作成效显著，粮食安全保障水平逐
年提升。

检查组对我市贯彻落实 《浙江
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 工作予以充
分肯定。检查组强调，要从全局
和政治的高度来充分认识粮食安
全的重要性，自觉承担维护国家
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要坚持问
题导向，认真贯彻中央关于粮食
安全的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的
工作要求，全面实施好 《浙江省
粮食安全保障条例》；要以系统观
念，统筹把握确保粮食安全的各
项工作，进一步提升粮食安全保
障水平；要注重研究新情况、新
问题，创造性地开展粮食安全各项
工作，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经验，为
全省各地提供借鉴。

据悉，市人大常委会将于近期
全面开展粮食安全执法检查。

省人大常委会在甬
开展粮食安全执法检查
李学忠率队 余红艺参加本报讯（记者董小芳 江北区

委报道组张落雁 通讯员江纪轩）
昨日，第二届“基层清廉建设（浙江）
十大创新经验”发布活动在杭州举
行，江北“开巡报告”制度榜上有名，
为我市唯一入选的创新经验。

“市县巡察是巡视向基层的延
伸和拓展。但在实际工作中，巡察
准备不够实、巡察责任压得不够
紧、基层‘熟人社会’影响等问题
给巡察工作带来一定困扰。”发布
活动上，江北区委常委、区纪委书
记、区监委主任李刚作经验交流分

享时介绍，为破解上述“疑难杂
症”，江北区借鉴课题研究开题报
告模式，创新建立了“开巡报告”制
度，通过全面收集信息、个性化制定
方案、联合预审把关等方式，系统性
地扎实做好巡前准备工作，确保驻
点巡察工作更好地推进开展。

“开巡报告”制度变“千篇一律”
为“量体裁衣”，它要求巡察组在进
驻前广泛收集被巡察单位相关信
息，梳理确定重点方向、重点问题、
重点部门、重点对象，“量身制定”谈
话核实、资料调取、实地走访、商请

协助方案，对被巡察单位初步“画
像”形成“开巡报告”；变“迂回渐进”
为“直奔要害”，依托“开巡报告”，巡
察组按图索骥，针对性地查阅资料、
个别谈话，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有效
提升了发现关键问题、突出问题的
能 力 ；变“ 一 人 作 主 ”为 “ 多 级 把
关”，“开巡报告”由巡察办、巡察工
作领导小组“双审”备案后对巡察全
过程产生约束力，有效制约了巡察
组特别是组长“一把手”的自由裁
量权。

带题核查的“开巡报告”制

度，让巡察系统性和精准度不断提
高。近日，在江北区委第一巡察组
开展驻点巡察中，依托“开巡报
告”，原计划 10 天的驻点巡察仅用
一星期就完成，并精准发现了存在
的问题。据统计，自“开巡报告”
制度实施以来，江北区巡察前期收
集信息数、平均发现问题数、移送
有效线索数同比分别增长 34.8%、
32.2%、41.2%；每家单位驻点巡察
时间平均减少 15%，达到“磨刀不
误砍柴工”的效果，实现了巡察效
率和质量的“双提升”。

“开巡报告”量体裁衣提升巡察质效
“基层清廉建设（浙江）十大创新经验”发布，江北榜上有名

本报讯（记者张正伟 通讯员
杨燚锋） 昨日上午，第十七届海峡
旅游博览会在厦门开幕，宁波作为
主宾城市，以舞蹈、戏曲、歌曲等
艺术形式全新演绎宁波故事。

宁波被誉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的“活化石”，同时又是中国大运
河南端唯一的入海口。近年来，宁
波全力打造“海丝古港 微笑宁
波”城市旅游形象，积极推广“顺
着运河来看海”旅游品牌，形成了
海丝文化、海湾风情、海天佛国、
海鲜美味四大文化旅游特色产品和
海丝瓷韵、海丝茶韵、海丝禅韵和
海丝帆韵四大文化旅游气质内涵。

作为主宾城市，宁波突出“海
丝+运河”地域文化元素，上林湖秘色
瓷、保国寺古建模型、“三金一嵌”国
家级非遗技艺和色香味俱全的宁波
经典美食等一一亮相，并推出了为厦
门市民专门准备的特色旅游路线。

海峡旅游博览会上的十里红妆
秀。 （廖惠兰 摄）

宁波亮相海峡旅游博览会
讲述别样“海丝”故事

记者 黄 合
通讯员 刘晓飞
镇海区委报道组 倪寅初

“ 一 直 没 空 办 ‘ 家 庭 医 保 共
济’，买药看病很不方便。听说现
在可以预约帮办，果然几分钟就搞

定了！”这几天，在镇海区政务办
工作人员的上门服务下，虞阿姨的
问题迎刃而解。今年以来，依托数
字化赋能适老新理念，镇海区“移
动 e 窗”上门助老服务模式成为新
常态，老人在家中就能享受老年人
优待证办理、社保卡补领等近 20

项高频事项优质服务。
为基层减负，不是说说而已。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各地
各部门紧密结合数字化改革，利用
系统思维，全面推进基层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的急难愁盼问题的解
决， 【下转第4版②】

我市深入开展“我为基层减负担”实践活动——

数字赋能 系统协同 减负增效

一周时间完成签约

我市首个产业项目落户凉山越西

我市6.7万名考生参加中考
第4版

参观结束后，习近平带领党员领导同志一起重温入党誓词。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6月18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在中国共产党
历史展览馆参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