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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越明

干部作风建设，关系事业成
败，也决定着一个城市的发展。或
许正缘于此，我市“五问五破、五
比五先”作风建设专项行动一经部
署，便引发关注和热议。

作风建设搞了多年，有没有必

要“反复抓、抓反复”？答案是肯
定的。作风建设本就是一场持久
战，从现实情况看，亦有其紧迫性
——有些作风顽疾至今依旧“势头
强劲”。“表态快落实慢”“困难面
前推拖躲”“分内之事不作为”“工
作效率低下”等不良现象，仍有滋
长的土壤和空间。听任这些问题长

期存在、蔓延开来，当先锋、作示
范就会成为空话。

目前，宁波经济总量居全国城
市第 12 位，不少工作走在全国全
省前列，但必须看到，“位次”并
非一成不变。巩固发展态势，厚植
争先优势，还应拿出更大决心、更
实更优作风。“没有走在前列也是

一种风险”，只有抓住作风建设的
着力点、突破口，破顽症、树新
风，聚合力、振士气，方能助推城
市综合实力跃上新台阶。

好作风也是城市竞争力。能不
能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
局，找准化危为机的新赛道，干出
逆势而上的新业绩，干部作风和

“精气神”是重要因素。一个城市
要更好地走向未来，“头脑风暴
式”“刮骨疗毒式”的作风革命正
当其时。

好作风也是城市竞争力

本报讯（记者董娜 通讯员张
萱瑜 方明宇）“以前办理出口退
税要等四五个工作日，真没想到，
这次不到一天时间就办好了！”宁
波海润制衣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王
娜昨天告诉记者，今年公司累计办
理出口退税 336 万元，有效减轻了
因海外订单减少、回款速度趋缓带
来的资金流转压力，让企业更有信

心和底气走好发展之路。
王娜的意外之喜，源于国家税

务总局日前发布的 《关于阶段性加
快出口退税办理进度有关工作的通
知》。根据通知规定，今年 6 月 20
日至明年 6 月 30 日，一类、二类出
口企业正常出口退 （免） 税平均办
理时间压缩至 3 个工作日，像海润
制衣这样的企业可以更快地收到退

税“红包”。据统计，今年 1 月至 7
月，全市办理出口退税 449.64 亿
元，同比增长 9.6%。

除出口退税提速之外，今年以
来，国家还推出了多项支持出口退
税的重磅举措，聚焦加大助企政策
支持力度、提升退税办理便利程
度、优化出口企业营商环境等方
面，通过完善政策、精简流程、简
并资料、拓展渠道等多种方式，助
力外贸企业排解困难，促进进出口
平稳发展。

国家税务总局等十部门联合

制发 《关于进一步加大出口退税
支持力度促进外贸平稳发展的通
知》，提出要强化出口信用保险与
出口退税政策衔接，明确出口信
用保险赔款可视同收汇予以办理
退税。

因过去出口产品征退税率不一
致等原因产生的不得免征和抵扣的
抵减额，作为曾经“尘封”在企业
账面上的资金，如今得益于税务总
局新发布的相关政策，可以转入进
项税额予以抵扣，使原本“躺”在
账面上的数字活了起来。

我市前7个月出口退税449.64亿元

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 8 月 13 日给安徽黄山风
景区工作人员李培生、胡晓春回
信，对他们继续发挥“中国好人”
榜样作用提出殷切期望。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长年
在山崖间清洁环境，日复一日呵护
着千年迎客松，用心用情守护美丽
的黄山，充分体现了敬业奉献精
神。

习近平强调，“中国好人”最
可贵的地方就是在平凡工作中创
造不平凡的业绩。希望你们继续
发挥好榜样作用，积极传播真善
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
人向上向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
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
的光和热。

2008 年起，中央文明办组织开

展网上“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
活动，至今已发布“中国好人榜”
150 期，共有 16228 人 （组） 入选

“中国好人”。李培生、胡晓春在黄
山风景区分别从事环卫保洁和迎客
松守护工作，2012 年和 2021 年先后
入选敬业奉献类“中国好人”。近
日，李培生、胡晓春给习近平总书
记写信，汇报工作情况和心得体
会，表达了为守护美丽黄山、建设
美丽中国贡献力量的决心。

习近平给“中国好人”李培生胡晓春回信

发挥好榜样作用 带动更多人向上向善

记者 张昊 通讯员 祝开然

“最近天气太热了，我中午就
来这里歇歇脚，喝点绿豆汤，凉快
凉快。”烈日炎炎，在海曙区江厦
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环卫工人

“冒着暑气来，带着清凉归”。江厦
街道党工委委员汪渊群说，高温酷
暑，我们每一个文明实践站点都化
身“清凉驿站”，充分发挥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主阵地作用，主动关心
关爱户外劳动者，同时广泛开展志
愿服务，帮助身边的困难群体防暑
度夏，把文明实践的清凉之风送到
城市各个角落。

一次次暖心服务，一桩桩惠民

实事，一个个理论阵地⋯⋯近年
来，全市各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 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培
育社会文明风尚，满足人民群众需
求，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增强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市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建
设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中 心 （所 、
站），是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落地生
根的重大举措，也是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迫切需
要。近年来，宁波着眼凝聚群众、
引导群众，以文化人、成风化俗，
全面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 建设，在新征程上奏响

文明实践新乐章。
在今年召开的市第十四次党代

会上，“构建全面覆盖、富有实效
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体系”写入大会
报告。我市扎实推进慈溪市、奉化
区、象山县 3 个全国试点和鄞州
区、余姚市、宁海县 3 个省试点先
行先试，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 建设向全域拓展，今年
实现实践站全覆盖。

群众在哪里，新时代文明实践
就延伸到哪里。目前，我市已建成
10 个区 （县、市） 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156 个乡镇 （街道） 实践
所 、 2768 个 村 （社 区） 实 践 站 ，
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公共文化场
所、文明单位、“两新”组织等设
立实践点 （基地） 5224 个，在交
通站点、商业街区、公共广场等创
新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We 站 ” 100 余 个 ， 构 建 了 “ 中

心、所、站、点 （基地） ”四级框
架体系，形成了群众身边的文明实
践阵地网络。

鄞州区中海环宇城内，处处流
淌着文明的旋律：宁波老年大学钢
琴学会银辉志愿者们定期在这里演
奏；线下招募“浙风十礼”青春体
验官；“公益 1 小时”志愿活动带动
商铺店家和社区居民一起参与，共
同营造文明风尚。在这省内首家设
在商圈的“15 分钟文明实践圈”，扑
面而来的文化场景、文明场景，让文
明实践可感知、可参与。

在推动文明实践阵地规范建设
中，宁波不断整合社会优质资源，
创新服务外包、“公益+商业”等
模式，有效提升中心 （所、站） 的
专业化管理水平和多样化服务能
力，让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触手
可及”，把无形的文明“送”到群
众家门口，“种”进百姓心里头。

打通“最后一公里”

我市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实现全覆盖

昨天，为期 20天的中伏收官，今天，宁波进入三伏中的末伏。据市气象台消息，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未来一周晴热天气还将持续，日
最高气温在 38℃至 40℃之间，部分地区 40℃以上。

图为昨日东部新城世纪大道东侧，烈日下的甬新河波平如镜，河畔少见行人。 （严 龙 摄）

甬城今天进入末伏甬城今天进入末伏

记者 殷 聪

没想到，曾经确保菜市场交易
公平公正的公平秤，也有“下岗”
的一天。

清晨 6 时，象山中心菜市场的
蔬菜区、水产区已进入“迎宾模
式”。刚刚到达工位的菜市场服务
台工作人员周淳拿起抹布，擦拭工
作台上的公平秤——曾经一天用百
余次判断是否足秤的公平秤竟有了
些许灰尘。

作为一个集批发区、蔬菜区、
水产区于一体的多功能菜市场，象
山中心菜市场的面积达 1.2 万平方
米，日常活跃的商户超过 800 家，
日均交易量 4 万余笔，是华东地区
交易量较大的菜市场之一。

“来这里买菜的，不仅有企业、
餐饮单位的采购团队，还有负责红
白喜事采买的人员以及周边居民。”
周淳告诉记者，以前公平秤日均使
用量超过一百次，但现在几乎用不
上了，可能两三天才用上一次。

从原先使用频繁的公共计量工
具，到如今默默“吃灰”的闲置物品，
象山中心菜市场公平秤的变化，离
不开宁波数字化改革的推进。

去年 5 月，象山中心菜市场完
成改造后，对 800 多家商户的普通
电子秤进行统一替换，取而代之的
是智能电子秤，可以记录每笔交易
的数据，实现商品溯源，让缺斤少
两无处遁形。

“由于我们菜市场体量大，随
机抽查商家是否存在缺斤短两不仅
耗时耗力，而且效果并不理想。”

周淳介绍，以前大家更青睐公平
秤，因为作为第三方，它不仅是消
费者维权的重要依据，也是商家维
护信誉的重要保障。

“现在，智能电子秤普及了，
每笔交易数据都有迹可循。市场内
不允许商户使用其他电子秤，即使
有部分不良商家想要搞点小动作，
也有心无力了。”周淳告诉记者，
电子秤在完成称重后，会吐出一张
纸质二维码。消费者后续发现菜存
在质量问题或者缺斤少两，二维码
可以作为凭证。

第一次失信口头警告，累计 3
次 停 业 整 顿 ，累 计 6 次 直 接 清 场
⋯⋯智能电子秤普及、清退机制建
立后，象山中心菜市场内涉及缺斤
短两的消费纠纷明显减少。“商家更
讲信誉，消费者也买得更放心，公平
秤不得‘吃灰’嘛。”周淳笑着说。

事实上，普及智能电子秤只是
象山中心菜市场加快推进数字化改
革的第一步。有效交易数据不断积
累，将成为菜市场、银行以及政府
部门的宝贵财富。

因为通过对数据的分析，银行
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商户的销售情
况，在尽可能降低风险的同时为有
需要的商户提供信用贷款；税务部
门可以根据销售数据核实商户的缴
税情况；菜市场能实时掌握蔬菜、
水产品的储备情况，以更快的速度
应对台风、疫情等突发情况⋯⋯也
许就在不久的将来，依托交易数据
开发的应用将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
出，一次以智能电子秤为起点的数
字化变革已在象山中心菜市场打响。

从一天用百余次到三天用一次

菜市场的公平秤“下岗”了

我的数字化改革故事

本报讯（记者冯瑄 海曙区委
报道组孙勇） 昨天，天刚蒙蒙亮，
四川省凉山喜德县拉克乡农户赖兆
新忙着赶去鸡舍。不远处，灰顶白
墙的鸡舍掩映在树林中。

将成鸡装车后，赖兆新不忘给
鸡舍里厚厚的一层“地毯”杀菌消
毒，迎接下一批鸡苗的到来。

赖兆新是喜德艮田禽类养殖产
业园的“鸡将军”。这个坐落在海拔
2600米的北山乡自都村的养殖基地，
是宁波海曙区援建项目，全部建成后
将成为攀西地区规模最大的养殖基
地，占地 68亩，预计成鸡年出栏量超
300万羽，可带动超3000名村民致富。

肉鸡养殖成了当地的富民产
业，这里的鸡被村民们称为“致富
鸡”。产业园运营企业——喜德县
艮田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科技总
经理王绍波说：“喜德县距离西昌
仅 1 小时车程，海拔高、光照好，
养一只鸡可以算‘三笔账’。”

“每个鸡舍占 1 亩地，年产 7 万
只活鸡，按照批发均价每斤 10 元
算，1 个鸡舍每年亩均产出超过 500
万元。”在王绍波看来，卖鸡换钱是

“三笔账”里最基础的一笔账。
紧接着，王绍波算起了一笔生

态账。“这里和普通鸡舍的差别，
用鼻子就可以闻出来。”王绍波道
出 了 玄 机 ，“ 鸡 舍 里 几 乎 没 有 异
味，秘诀在于这一层‘地毯’。”

“地毯”，学名叫生物发酵床，是
按一定比例混合谷皮、稻壳或农副产
品秸秆粉做成的鸡舍垫料，菌种接种
于垫料上。肉鸡产生的废弃物全部排
在垫料上，每隔几天翻动一次，垫料
便能高效降解鸡粪，抑制病原微生
物，养鸡也就能做到无臭、无蝇、零排
放了，“这些与鸡粪尿充分混合的垫

料，还可以直接作为生物基质出售，
用于当地特色果蔬育苗种植，通过鸡
粪还田实现垫料成本的回收，每吨基
质能增收1000多元。”

孵化、防疫、繁育⋯⋯肉鸡养
殖的每一步都需要大量能源，这个
问题曾困扰王绍波许久，最近光伏
行业企业主徐俊辉的到来让他心里
的石头落了地。

眼下，徐俊辉正和工程队一
起，忙着给产业园项目的屋顶做光
伏规划，初步打算在每个养鸡棚的
屋顶铺设 660 平方米左右的太阳能
光伏板，建成后不仅能实现电能自
给自足，每年电力输出还将获利
1100 万元。

一个养鸡场，背后是代表产业
转型升级的大市场，是促进当地村
民就业的富民大产业。

喂料、喂水、通风、控温、清
粪⋯⋯产业园里，以往这些环节需
要人工操作，以后将由自动化设备
代替，现场工人只需要做一些装
箱、打包等简单的工作。这样一
来，对员工的年龄、能力等要求就
相对放宽，村民更容易实现就业。

产业园项目落地以来，通过
“公司+集体+农户”的模式，已带
动 78 户当地村民合作养殖，直接
雇用村民 35 人，户均增收 3000 元。

作为海曙区东西部协作项目之
一，喜德艮田禽类养殖产业园投入
东西部协作专项资金 900 万元。“这
笔资金将按照每年 5%到 8%的比例
给北山乡的脱贫户、边缘户以及监
测户分红，提高他们的收入。”喜德
县委常委、副县长、宁波挂职干部曹
磊说，今年以来，海曙已投入 3210
万元资金用于禽畜养殖、农产品加
工等 6 个产业项目。

宁波援建凉山高海拔养殖基地带动
当地村民增收的背后——

一只“致富鸡”的“三笔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