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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峰打造高素质城管队伍
本刊记者

我区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开展已近 5
年了，这几年来，白峰中队以建设一支
“政治坚定，纪律严明，业务精通，作风
过硬，公正文明，人民满意”的高素质队
伍为目标，狠抓队伍建设，严格队伍教育
管理，
努力提高队伍政治业务素质，积极
调动队伍的积极性，充分发挥政治思想
工作的保障和推动作用，全面提升城市
管理水平。

完善各项规章制度，
促进队伍规范化建设
5 年来，白峰中队高度重视加强制
度建设，致力于建立“用制度管人，按制
度办事”的运行机制。结合区域实际，不
断健全完善中队各项规章制度，坚持科
学、公正、客观的考核原则，由督查小组
采取多种方式对城管队员的工作情况进
行考核。狠抓《内务条例》在中队的贯彻

余姣姣

实施，通过化分责任区、明确责任制、加
强检查、通报等方法，加强队员的保洁意
识；每月进行考核，对队员的执法办案、
投诉处理、队容着装、服务态度等 10 个
方面逐一进行了规范，坚持每月不少于
4 次的不定期检查。
“通过 建立 队 员工 作 绩效 奖 惩机
制、组长辖区责任制和巡查网格化管理
制度等工作措施，促进综合执法工作效
率和依法行政水平提高，有效提升队伍
整体形象。”白峰中队负责人表示，截至
目前，队里对 5 位在阶段性完成任务
好、表现突出的队员和协管员进行了通
报表彰和一定的物质奖励，起到了鼓励
先进、鞭策后进的作用。

强化军事化管理，提
升队伍整体素质
在业务学习上，该中队采取请进
来，走出去的形式，多次组织全体队员
到共建单位学习培训，请海事处老师到
中队授课，组织协管员参加市局的上岗

通讯员

区市场监管局推广法人数字证书

电子化登记为企业“减负”

林竞雄

证考试，使协管员的业务技能得到了加
强。今年组织全队队员参加业务学习 24
次。
该中队还结合现场执法实践，积极
开展经常性的业务知识交流和“疑难杂
症”研讨，使队员执法思路有所拓展，执
法能力有所增强。该负责人表示，通过
队列训练，增强了队员的遵规守纪意
识、团队意识以及集体荣誉感和使命
感，自觉规范言行，提高贯彻力和执行
力。
创新开展“三访三变”，提高公众认
可度。该中队鼓励执法人员在辖区进行
走访，听取社会各界及人民群众对城管
执法和治安环境的意见，对城市管理工
作和队伍建设方面的评价和反映，找准
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和突出问题，
有针对性地开展整顿。同时变坐等办公
为出去执法、变管理为服务、变群众找我
为我找群众，积极主动地为群众服务。通
过改进工作作风、贴近群众服务，促进队
员在个人素质、工作作风、执法观念上的
转变。

强善共建机制，开创
共建新型模式
为切实解决白峰、郭巨中队分设后
出现的人员少、力量单薄、工作衔接断层
等问题，去年 2 月，该中队组织策划了
与郭巨中队的共建联动，并签订了“联
队共建”协议。今年该中队还组织队员
赴春晓、梅山、霞浦、小港、柴桥等中队进
行学习，通过座谈、参观等形式，进行案
件办理、内勤工作、执法技巧、队伍建设
等多方面交流，实现互帮互助、互通有
无、取长补短。
去年 2 月，该中队开始筹划与白峰
中小学的共建，并于 3 月分别与白峰中
小学签订共建协议，成立了全区首个少
年城管班，先后开展了 《法律与我同
行》、太平岙植树、
《垃圾分类进校园》、
城管体验日等 6 项共建活动，提高了孩
子们的城市管理意识，引导他们树立正
确的城市管理理念，以“小手拉大手”的
形式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城市管理行列。

本刊讯（记者 廖俊利）近日，为加快推进数字化行政
服务，方便企业年报和“全程电子化登记”，助力“最多跑
一次”改革，区市场监管局联合汇信公司对全区 7 个市场
监管所（办事处）从事数字证书业务的相关工作人员进行
专项培训。
记者了解到，法人数字证书包含数字证书、电子公章并
内嵌电子执照，具备身份认证、电子签名、数据加解密功能。
市场主体可通过该数字证书进入浙江省政府各部门网站，
快速办理网上注册登记、年报及信用信息查询等事宜。目
前，全区各市场监管所（办事处）均可现场办理数字证书申
领。除各市场监管所和行政中心现场受理点外，市场主体还
可通过“汇信网 www.icinfo.cn”在线免费申领首张法人
数字证书。
通过此次培训，相关工作人员人员初步掌握了数字证
书系统的基本原理和操作流程，为在全区范围内推广数字
证书应用和宣传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该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法人数字证书利用全省市场主
体基础信息，实现各部门业务系统证书互认，为各市场主体
在不同政府部门、不同业务系统在线办事提供统一数字认
证、电子签名等服务。全面推行数字证书，不仅避免了各政
府部门数字证书多头发证、多头管理的弊端，而且能提高办
事效率，节约时间和经济成本，减轻市场主体的经营负担。
“企业可以免费领取法人数字证书，在网上进行年报申请，
不出公司就可轻松完成多项工作。通过数字证书可以实现
电子化年报，不必再递交纸质报表，这也是落实‘最多跑一
次’改革的又一举措。”该负责人说。

粗心业主万元现金丢进垃圾桶

保洁阿姨拾金不昧

儿歌唱环保

连日来，春晓幼教开展了“小手拉大手 共创美丽小城镇”
的活动。老师们创编了一首朗朗上口的《环境整治啦啦歌》，小
朋友们边打快板边唱歌，在三山菜场、停车场等人流量密集的区
域向村民宣传环境整治工作，并发放倡议书。
本刊记者

王涵真

通讯员

傅州红

摄

匠心逐梦绽光华

本刊讯 （记者 余姣姣）“我们小区有这么一件好人
好事你们知道吗？”“这个保洁阿姨拾金不昧，真好……”
原来，日前东方港城二期有一位业主不小心将包裹着一万
元现金的纸袋当做垃圾扔进了垃圾桶，经过该小区物业管
理处的动员，保洁员马萍最后找到了这个藏着一万元的
“垃圾”，并及时交还给了业主。此事便在小区传了开来，居
民纷纷为这位保洁员点赞。
当天下午两点，一位业主神色慌张地来到了物业管理
处。
“我不小心将一个包裹着一万块钱的纸袋当垃圾扔了，
但楼下的垃圾桶里的垃圾已经被清理过了，能帮我找找
吗？”他着急地说。物业管理处在了解了具体情况后，动员
全小区的保洁员，在清理垃圾的时候多留心，如果找到了钱
请直接送来管理处。
“没过多久，负责清理 19 幢的保洁员马萍拿着一个纸
袋来了管理处，里面装着 1 万元。”该小区物业管理处闫经
理告诉记者，经过与业主核对信息和细节，确认这笔钱就是
该业主的。
“当时，业主很感动，现场还拿出一些现金要给
马萍以表感谢，但马萍拒绝了。”
据保洁员马萍回忆，那天上午，她跟往常一样清理着
19 幢门楼前的垃圾桶，确实看到了这个纸袋，但并不知道
里面装着钱，她就将这个纸袋子放进了垃圾车里。直到物业
管理处通知她帮忙寻找失物的时候，她忽然想起来上午清
“丢钱的人肯定
理的纸袋，便又在垃圾车里将它翻了出来。
很着急，也许是拿来急用的。”在马萍看来，这是一件很平
常的事儿，能帮到人她也很开心。
闫经理说，马萍刚来工作才几个月时间，平时工作积极
努力。她这样的行为不仅给公司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也给其
他同事树立了榜样。

北仑职高在市技能大赛中奖牌数第一
本刊讯 （记者 贾骐帆 通讯员
史燕蕾 闻晓明）2018 年宁波市“甬城
工匠”职业教育技能大赛开放赛项于近
日在宁波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这是宁波
市第一次大规模集中开放办赛，不仅有
来自宁波本地的 39 所职业技工院校的
师生 1400 余人同台竞技，还吸引了杭
州、
温州、武汉等市内外兄弟院校前来参
赛。
作为中职学校一份子，北仑职高在技
能大赛中取得了傲人的成绩，这也成为
该校对外展示的靓丽名片。
经过多年努力，宁波已将师生技能
大赛打造成为切磋技艺的练兵场、交流
教学成果的大舞台、展示职教风采的嘉

年华，在职教领域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力，
也成为一张提升宁波职教吸引力的“金
名片”。与往年相比，本次技能大赛在赛
事组织上进行了大变革，把比赛分成了
常规赛项和开放赛项，常规赛项集中于
2017 年 12 月下旬先期进行，在 17 个
赛点先后举办了 75 项比赛；开放赛项
在宁波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有 39 个项
目的同台竞技。
在开放赛项比赛中，北仑职高有礼
仪操、中华茶艺、新娘化妆、标准卷杠、美
甲、艺术插花、点钞、3D 打印装配与应用
技术、机器人技术应用、通用机电设备安
装与维护、数字影音后期制作技术等 15

个项目共 74 位学生参赛。该校参赛学
生表示，通过训练和比赛，无论是技能技
术方面还是心理素质、核心素养方面都
有了一定的历练，为今后走上工作岗位
奠定了充足的基础。
经过激烈比拼，在技能大赛常规赛
上，北仑职高斩获 28 金 42 银 52 铜，
金、银、铜牌数和总奖牌数在全市 38 所
“每一块沉甸甸
中职学校中名列第一。
的奖牌背后，凝聚着参训师生的辛勤的
付出和汗水的浇灌。坚持带病参赛的学
生，牺牲休息日坚守岗位的指导教师
……像这样的感人事迹在技能集训队里
不胜枚举，我们的集训师生以超出常人

的忍耐力，以敢拼敢冲的面貌，展现了工
匠精神。”北仑职高相关负责人说。
作为省选择性课改的首批试点学
校、国家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近年
来，北仑职高通过课程改革，在各专业开
设了具有实战应用性的专业模块课程，
使学生的专业技能水平得到整体提升，
将课堂教学与动手操作结合起来，将理
论知识与学生技能结合起来，强化了实
训教学，取得了显著成效。并通过各专业
学生的核心技能考核，有效建立学生技
能奖励机制，激励学生学技能、练技能、
赛技能，以奖促学，全面提升学生的技能
水平。

街头惊现“特效草药”专治感冒
中药师辨认：这是茶梗
本刊讯 （记者 刘盈蓉 通讯员
叶飘）
“喝一杯三分钟见效，三分钟过后
感冒咳嗽全好了……”近几日，街头出
现了一些售卖“特效草药”的流动摊位，
宣称对治疗感冒咳嗽、咽喉炎等多种疾
病有奇效。但是，经过专业的中药师辨
认，
所谓“特效草药”就是茶梗。
日前，记者在区人民医院中药房看
到两位大妈带着一包所谓的 “特效草
药”，找专业的中药师进行辨认。大妈告
诉记者，这些是她们在菜场早市上买来
的，说是能治感冒咳嗽的“特效草药”，
而且价格不低，2 两售价 100 元。
“当时
菜场门口围着一群人，在好奇心的驱使
下，
我挤了进去，一看是一名男子在卖草
药，
男子说他的药非常神奇，治疗感冒咳
嗽有特效。现场还有很多回头客介绍这
药一吃就灵并且比上次买的便宜，今天

再买两斤。”其中一位大妈说，在这一群
人的现身说法下，周围许多人“心痒难
“事后我想想，这药
耐”，纷纷掏钱购买。
又不敢随便吃，所以就来医院药房问问
药师，这是啥药啊？”
究竟是什么“神药”呢？区人民医院

中药房副主任中药师沈玲儿随即打开
了包装袋，将草药平铺在柜台上，只见
一根根草药呈扭曲状，有些顶端残存绿
色的卷曲皱缩叶片，整根长约 3-7 厘
米，直径约 0.2 厘米，表面红棕色，有
2-3 个突起的叶痕，整根特意压扁成节

节状。质脆易折断，气弱，味淡，久嚼似
有茶叶味。
接着，沈药师拿少许草药放透明塑
料盒中用开水浸泡，随着滚烫的开水注
“神药”现出了
入，梗上叶片徐徐展开，
原形——
—原来是加工过的铁观音茶梗。
“随着市民医疗保健意识的提高，
中草药销售量逐年提升。近期气候干燥，
流感流行，不法分子看到了这一点，动起
了歪脑筋，这种用茶梗冒充‘特效草药’
的行为不但欺骗钱财甚至还延误了治
疗。”沈药师说道，在此，她提醒广大消
费者，特别是求医问药心切的患者和家
属，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听信诸如“祖
传”“特效”“秘方”“包治百病” 之类
的宣传，市民买药一定要直接到正规的
医院或药房购买，千万不要相信一些虚
假广告，以免上当受骗。

义务理发

近日，瑞岩社区邀请热心志愿者免费为辖区高龄老人
理发，在家门口解决老人们的日常生活需求。一直以来，该
社区始终心系高龄老人，每月都会安排各种各样的义务活
动，送去社区党委的关怀及问候，让他们能时刻感受到党组
织送去的阵阵温暖。
本刊记者 陈志明 余 芬
通讯员 李欢腾 郑 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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