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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法规作为一个
“生命体”
来对待
市人大出台地方性法规
“全生命周期”
管理工作办法
“将法规作为一个‘生命体’来对待，而立法的质量和法规实施
的效益，就是法规的‘生命力’。”日前，市人大出台《宁波市地方性
法规“全生命周期”管理工作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市人大常
委 会 委 员、法 工 委 副 主 任 肖 子 策 昨 天 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
就是要用一套“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来精心打造、呵护法规的
“生命体”，努力提高立法质量，努力增强法规实施效益。

不断壮大的
“宁波崇军联盟”
背后
是
“爱心宁波 尚德甬城”
的城市底蕴

强化“立法前”工作部署
“一些法规立法质量不高、不能
有效解决实际问题，与‘立法前’的准
备工作不充分、不深入、不精细有直
接关系。”肖子策告诉记者，
《办法》对
五年规划项目库的建立、实施和年度
立法计划项目立项论证、前期调研、
草案起草的标准、方式和规范化要求
等作了全面、明确的规定。
“以往有关单位对五年立法规划
项目的调研不够重视，
《办法》规定有

关责任单位应当及时对规划项目开
展调研论证 ，并 将 调 研 论 证 情 况 向
市 人 大 常 委 会 主 任 会 议 报 告 。”肖
子策说，
《办法》还要求建立立法预
测调研机制，
“每届市人大及其常
委会任期届满前对本届立法规划
项目库实施情况进行总结，并组织
开 展 立 法 项 目 预 测 调 研 ，主 动 查
找、论证重点领域改革发展存在的
立法需求”。

吴爱华的店虽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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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不影响她为退役军人服务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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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崔引 摄

实行全过程“双员负责制”
肖子策说：
“早在 2000 年立法法
实施以来，市人大常委会就建立了法
工委和有关专门委员会‘提前介入’
立法项目前期调研、草案起草工作的
制度，但一直存在责任人员难以保持
固定、具体职责不够明确、不能充分
发挥积极性主动性等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办法》规
定，法工委、有关专门委员会应当指

派专人作为“项目专员”参与立法项
目前期调研小组、草案起草小组，有
关专门委员会对法规草案进行初审
时，应当听取“项目专员”对起草工作
和草案的意见，法制委员会对法规草
案进行统一审议时，应当听取“项目
专员”对有关前期调研、起草、初审、
一审后调研修改和相关争议问题处
理情况的报告等。

建立全过程质量评审机制
“为保障和提高立法质量，除了
充分发挥‘项目专员’全过程参与和
负责的专业性、主动性外，还需要建
立面向社会开放的全过程质量评审
机制。”肖子策说，
《办法》将立法质量
管理贯穿于全过程立法工作中，各环
节各有侧重、层次递进。
如在“立法前”环节，编制年度立
法计划时，要“对每件立法建议项目
的必要性、合法性、可行性、紧迫性和
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进行评估、调
研、论证”，要建立立法调研报告评审
和立法前风险绩效评估机制、建立草
案起草质量评审机制等。

在“立法中”环节，有关专门委员
会在法规案初审时，应当结合重点、
难点问题和立法重要制度创设，围绕
立法的必要性、合法性、合理性等提
出审议意见；法制委员会统一审议
时，认为草案有关重点条款修改和争
议问题处理需要进一步调研论证的，
可以组织有关方面专家开展法规案
表决前风险预测和绩效评估。
在“立法后”环节，法规施行时间
三年以上或者涉及的相关事项客观形
势发生了较大变化、上位法和国家政
策进行了较大调整的，应当按照规定
适时开展立法后评估等。 记者 房伟

兴业银行宁波分行
“三道防线”
筑牢业务经营安全屏障
面对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
兴业银行宁波分行始终坚持稳中求进的
主基调，不断加强风险管理、筑牢风险防
线，夯实发展基石，以激流勇进的魄力、动
真碰硬的决心，重实际、办实事、求实效，
化解风险、排除隐患，建立健全“三道防
线”风险管理体系，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助力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
合规展业保障高质量发展。兴业银
行宁波分行积极响应国家战略决策，致力
于提供绿色金融、供应链金融、知识产权
质押贷款等产品的创新升级，探索生猪质
押和渔业贷款办理模式，制定分行部分重
点行业投向指引，加强资金用途及还款来
源审核，防范多头融资、借壳融资及过度
授信；加强各行业指标对比，注重业务逻
辑合理性审核，充分关注企业各类异常指
标、异动变化等风险特征，发挥宁波区域
经济特色，各类风险总体可控，努力实现
高质量发展。
立足前沿深化风险预警管理。兴业

银行宁波分行牢固树立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的主体意识，建立健全信用风险预警体
系，强化事前预警和早期介入，强化事中
干预，完善事后风险处置机制。
数字化转型赋能风险管控。兴业银
行宁波分行顺势而为，围绕“短期科技支
撑，中期科技赋能，长期科技引领”三步走
的规划，明确业务经营管理数字化转型，
建设分行数据分析实验室、开发升级分行
各类风险预警管理系统，形成有效的科技
与业务融合机制，不断提升全面风险管理
的科技支撑能力。
三重防御体系筑牢案件风险“防火
墙”。兴业银行宁波分行压实案防管理责
任，
保持案防高压态势，
落实案防管控要求，
推进案防长效机制，
构建案防管理三层防御
体系，
覆盖全员、
全流程，
针对重要领域采取
强化控制手段，
通过对重点布防中发现的问
题进行分析，
查找防御体系中的薄弱环节，
明确整改措施，
开展风险提示，
防止同质同
类风险再次发生。
徐宇丹 王 坚

推开位于鄞州区首南街道学士
路的“靓点发艺”店大门，一眼就能
看到正对门的架子上“崇军联盟”的
牌匾。老板吴爱华说，尽自己所能
献出一份爱心，希望影响身边的人，
尤其是年轻一代，
“将来也能用大爱
回馈社会”
。
不断壮大的“宁波崇军联盟”能
吸引那么多企业、机构、
“ 小店”加
入，源于每个人内心质朴的崇军拥
军情感，更源于“爱心宁波 尚德甬
城”
的城市底蕴。
“宁波崇军联盟”成员单位、鄞
州医林堂中医医院曾将一位参加过
抗美援朝作战的老兵从海曙横街的
家中接到医院就诊。
老兵在医院住了三天。医院负
责人翁佩平印象最深的是，对于大
家的关心和帮助，老兵念叨最多的
一句话是
“不给国家添麻烦”
。
“他们保家卫国，
不惜牺牲自己的
生命，
理应得到社会的尊崇，
可他们却
还在担心自己会不会给别人添麻烦，
让人感动，也激发了我们为这些‘最
可爱的人’
做点什么。
”
翁佩平说。
加入“宁波崇军联盟”后，医林
堂中医院为退役军人提供包括免挂
号费、免费煎药、免膏方制作费、推
拿享受一定折扣等举措，为退役军
人的身体健康
“保驾护航”
。
同样被退役军人身上的“闪光

点”打动的，还有“宁波崇军联盟”
成员单位、宁波巴邑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
“我们不仅愿意在退役军人到
店消费时提供优惠，同时也愿意为
退役军人提供就业机会。公司目前
有 10 多名员工都曾当过兵，其中不
少已跻身店长、副总等核心管理岗
位。
”
公司负责人朱廷学说。
在不断发展壮大的“宁波崇军
联盟”中，有大中型企业、机构，也有
散落在街头巷尾的“小店”。他们的
加入，增强了退役军人享受“三优服
务”的获得感，也让人真切感受到宁
波这座爱心城市、文明城市绝非浪
得虚名。
吴爱华在宁波经营理发店已有
13 年了。尽管店面规模不大，无法
和大型连锁机构相比，
但并不妨碍她
尽己所能，为退役军人提供“三优服
务”
“
。退役军人来洗剪吹可以享受对
折优惠，
比会员价还要低。
”
她说。
“已经有不少退役军人来体验
过，
也有老顾客推荐家里当过兵的亲
戚朋友来。”吴爱华笑着说，
“社会的
和谐就是靠每个人都献出一点点爱
心，我这么做也是希望身边的人，尤
其是年轻一代，
将来也能有大爱。
”
在“宁波崇军联盟”中，这样的
“小店”还有很多。鄞州区退役军人
事务局工作人员王盛就曾在鄞州东
柳坊一带遇到过这样一家“小店”：
靠帮人缝补衣服赚点辛苦钱，却还
是主动推出了“凭本人退役证修补
衣服优惠 30%”
的举措。
记者 石承承 通讯员 任宁 王盛

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打击非法买卖银行卡
兴业银行宁波分行为
“银发族”
举办
“断卡”
行动讲座
为提高广大金融消费者的风险防范
意识，切实维护老年群体的利益，兴业银
行宁波分行真抓实干建立多部门联动机
制，与镇海区迎周村老年活动中心联合举
办反诈骗“断卡”行动讲座，宣传防范电信
网络诈骗、打击非法买卖银行卡、防范非
法集资等金融知识，持续推进“断卡”行动
不断深入。
在讲座正式开始前,该行人员通过给
在场老年居民派发防诈骗、银行卡安全使
用的宣传册，播放“断卡”行动普法宣传片
和公安机关查处诈骗窝点的案例视频，让
大家对“断卡”行动的重要意义有了初步
的认识。
讲座过程中，首先是结合当前的形
势、丰富的案例，以案说法、深入浅出地讲

解了“断卡”案件的特点和作案手法，全面
介绍了开展“断卡”行动的具体内容。接
着，解读了“断卡”相关的法律政策，指导
老年居民如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尤其是
针对被诈骗后的应急处置、报案流程、
“涉
卡”犯罪法律后果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讲
解，并与在座老年居民进行积极互动。现
场气氛非常活跃，老年居民们踊跃提问，
咨询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疑似诈骗事件，工
作人员对其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解答。
讲座结束后，在座的老年居民纷纷表
示认识到“非法买卖银行卡，害人害己祸
无穷”，将切实保护好个人信息，不出租、
出售、出借个人银行卡和电话卡，以实际
行动支持
“断卡”
行动。
郁庆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