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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完成山海协作任务
沈恩东等参加

本刊讯 （记者 余芬）10 月
10 日，市委常委、区委书记梁群率
区党政代表团赴丽水市云和县学习
考察，调研交流两地山海协作工程
推进等情况。梁群在考察时强调，实
施山海协作工程是习近平总书记在
浙江工作期间作出的重大决策，是
“八八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按
照省委“聚力打造山海协作工程升
级版”的要求和郑栅洁书记在丽水
学习考察时的重要指示，高标准落
实各项合作协议，高质量完成山海
协作任务，促进北仑和云和两地共
同发展。
区委常委、开发区管委会副主
任、
党工委副书记沈恩东，副区长王
建波等参加考察。云和县委副书记、
县长上官国明，县委常委、副县长梅
旭龙等陪同考察。
代表团一行先后考察了“十里
云河”美丽乡村风景线、和信玩具

有限公司和云和县城市规划馆等，
深入了解云和县的经济社会发展、
生态旅游资源开发和特色产业发展
等情况。
“十里云和” 美丽乡村风景线
全长 31 公里，
途经石塘等 3 个乡镇
穿规溪等 17 个行政村。整
（街道），
条风景线依山傍水，包含丽浦线和
局龙线两段，八百里瓯江水与美丽
公路相随相衬，湖面常有云雾缭绕，
沿线村庄特色凸显，是省级精品示
范道路。长汀沙滩是“十里云河”风
景线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是北仑援
建工程，代表团成员详细听取长汀
沙滩开发建设、运营管理等情况介
绍，
为云和旅游发展成果点赞。
在和信玩具有限公司体验馆，
代表团对琳琅满目的木制玩具产生
了浓厚兴趣，并听取了云和木制玩
具的生产、销售情况，详细了解该公
司与北仑玩具企业业务合作情况。

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发展，
为浙江省实现更高质量的区域协调发
展作出积极贡献。
上官国明对北仑区长期对云和发
展给予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希望今
后两地进一步拓展合作内容、深化合
作层次，积极推进山海协作产业园和
“飞地”创业园共建，推动山海协作结
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梁群还看望了山海协作挂职干部
人才，与他们分享自己援藏的经历，勉
励他们把挂职工作作为人生中一份难
得的经历，脚踏实地干好本职工作，深
入基层进行学习调研，与当地群众打
成一片。同时要好好学习云和人民和
云和干部干事创业的精神，把好的工
作方法和经验带回北仑。梁群还叮嘱
他们要照顾好身体，多与家人联系，他
要求组织部门多关心挂职人员及其家
属，做好后勤保障工作，让他们没有后
顾之忧。

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复查评估会召开
沈恩东出席并讲话

本刊讯 （记者 林萍 通讯员
王雪倩）昨日，国家生态工业示范
园区复查评估组对宁波经济技术开
发区进行创建复查评估。区委常
委、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党工委
副书记沈恩东出席复查评估会并讲
话。
会上，区生态办汇报了宁波经
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
园 区 近 三 年 开 展 的 工 作 。 2014
年，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成为浙
江省首家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
通过三年建设，开发区在经济发
展、产业共生、资源节约、环境
保护、信息公开五个方面 25 项考

核指标上，基本均能满足考核标
准要求，且人均工业增加值、单
位工业用地面积工业增加值、单
位工业增加值综合能耗等指标均
呈现持续变好趋势。
下一步，开发区将继续坚持循
环发展、绿色发展和低碳发展之路，
深入完善优化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相
关工作，加快创新发展和转型发展，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力争更高质量
建设“三生三宜”美丽北仑。
复查评估组表示，通过现场踏
勘、资料核查、听取汇报、面对面交
流以及专家质询等形式，复查评估
工作圆满完成。宁波经济技术开发

区在生态环保建设中倾注了大量心
血，取得了显著成效，让人印象深
刻，值得肯定，但仍存在单位工业增
加值二氧化碳排放量年均削减率不
达标等问题。
下一步，开发区要对照专家提
出的修改建议进行完善，努力推动
区域生态环保建设工作向更高标准
迈进。
沈恩东对复查评估组 的 指导
表示感谢。他说，此次复查评估
既是对北仑创建成效的一次全面
检阅，更是对创建工作的极大鼓
励和鞭策，对进一步提升我区生
态文明水平，高质量推进美丽北

落实专项行动

做好四篇文章

仑建设，高水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开发区
将以此次复查评估为起点，尽快整
改问题，进一步加大投入，以 “两
整两提”专项攻坚行动为抓手，推
动工业企业整治，动员全区上下再
接再厉，做好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
区创建的各项工作，推动我区环境
质量持续向好。
当天上午，复查评估组一行还对
创建档案和资料开展核查，并前往北
仑生态文明教育馆、浙江吉利汽车有
限公司、宁波北仑岩东水务有限公司
和宁波旭升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
地现场踏勘。

小港多点发力掀起“两整两提”热潮
本刊讯（记者 王杰 通讯员
支倩君）日前，小港街道办事处大
院内人头攒动，街道全体班子成员、
机关干部、综合执法中队队员、村社
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及志愿者等一
百五十余人在此整装集结。大家穿
着红马甲，带上清扫工具，兵分几
路，
穿街走巷，打响了节后环境大提
升综合整治行动的“第一枪”。
城市品质最直接的体现是市容
环境，市容环境面貌不仅关系着城
市形象，更与居民的生活息息相
关。为进一步推进 “两整两提”专
项攻坚行动以及小城镇环境综合整
治工作，小港街道召开“两整两提”
攻坚专项行动工作部署会议，专题
研究“两整两提”攻坚专项行动，成
立了攻坚行动领导小组，下设四个
专项小组，明确任务书、排出了时
间表，将任务分解到位，确保实现
行动快、变化大、效果好的工作目
标。
市场综合整治做好“创优”文

章。按照全区“改造提升、拆除新
建、规范整合、综合治理”的工作
要求，街道对 3 个街道级综合市
场和 15 个村级市场列出了整治计
划表，到今年年底，完成 6 个村
星级市场创建，提升改造 2 个村
市场。同时，投入 300 余万元对
2 个街道级综合市场开展整治，
并 计 划 于 2019 年 底 全 面 整 治 完
成。
小微企业整合做好 “搭脉”文
章。街道对列入小微企业园 36 个
村 550 家工业企业进行 “提、归、
转、停、拆”，依靠近年来“污水零直
排区”建设成果，切实做好村级小
微园区规划布局配套、落后产能淘
汰和环境整治提升。进一步解决农
村集体经济产业转型问题。目前，顾

前三季度财政总收入超 500 亿元
支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上官国明等陪同
据悉，木制玩具是云和的传统产业、
优势产业和支柱产业，全县共有木
制玩具生产企业 1000 多家。云和
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品种最多的
木制玩具创制、出口基地，先后被冠
以“中国木制玩具之乡”和“中国
木制玩具城”。
在云和县城市规划馆，代表团
考察了北仑—云和山海协作生态旅
游文化产业园规划、建设推进等相
关工作。
梁群表示，云和生态资源和旅
游资源丰富，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
成效明显，发展潜力巨大。北仑与云
和人缘相亲、地域相近，山海协作工
程实施以来，北仑和云和紧密配合、
互相支持、通力协作，取得了较好的
合作成果。下一步，要按照省委要
求，进一步增强了解，不断创新合作
思路，在城市建设、农旅产品开发销
售、旅游经济等重要领域加强对接

家桥村新型小微园区示范点一期
28 亩已建成 6 幢标准厂房，二期工
程即将启动。
河道水质提标做好 “示范”文
章。小港街道坚持以提升区域水环
境质量为核心，结合市“三江六岸”
建设，推进甬江南岸治理，切实巩固
小浃江浙江“最美家乡河”殊荣。继
续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城镇截
污和工业截污工程，年底基本实现
农村生活污水改造全覆盖。积极督
促企业污水纳管，加大“河长制”巡
查监管力度，努力完成“污水零直
排区”创建收官工作。
居住环境提升做好 “精准”文
章。街道加快 2017—2018 年小城
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坚持以绣花
功夫，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2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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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群率区党政代表团赴云和县考察

整治项目力争在年底前完成。同时，结
合“乡村振兴”战略，围绕“红色引
领、绿色发展”主题，组织开展“美丽
小港”农村环境卫生整治三年攻坚行
动，明确将 15 个村作为今年的“垃圾
分类”重点村进行全面推行，并对区
域内 87 座农村公共厕所进行改造修
复，综合提升农村品质，实现全域城市
化。
“街道将发扬 ‘蚂蚁啃骨头’和
‘钉钉子’的精神，持续推进深化‘两
整两提’专项攻坚行动，确保重点解
决群众关注和影响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的突出问题。” 小港街道党工委书记
柯静君表示，街道将以党员干部为骨
干，把党建引领作为一切工作的基
础，号召党员在工作中亮身份、当模
范，引导党员在“两整两提”专项攻
坚行动中当先锋、作表率，围绕河道
水质提标、
“污水零直排区”创建和小
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等一系列工作，动
员社会各界力量，全面掀起攻坚行动
新高潮。

12 日

本刊讯（记者 王涵真 通讯
员 吴佳琦 张怡）昨日，记者从
区财政局获悉，今年前三季度，我区
财政总收入及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
现较快增长，有力支撑了我区经济
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今年 1—9 月，北仑区（含大榭
开发区、保税区）完成财政总收入
503.4 亿元，同比增长 28%，已经超
过 2017 年全年实绩；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完成 254.1 亿元，同比增长
26.2%，其中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的比重达 92.1%，收入结
构趋于合理，经济发展提质增效。
“今年，我区通过持续深化改
革和持续推进转型，实现了新的发
展。我区财政在‘调结构、提质量’
上狠下功夫，积极推进各项财政体
制改革，依法依规组织财政收入，做
大做实财政收入‘蛋糕’。”区财政
局相关负责人说。

“蛋
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糕” 做大后，关键还要分好 “蛋
糕”。我区始终不忘民生，大力统筹
财政资金向民生倾斜，打造民生事
业发展高地，让城乡居民更公平地
享受改革发展成果。
数据显示，今年 1—9 月，北仑
区本级和开发区完成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 134.7 亿元，同比增长 8.5%，
民生支出占比超过六成。资金重点
投向城乡社区、社会保障和就业、教
育、科学技术、医疗卫生、交通运输
等多个方面。
其中，城乡社区支出 31.8 亿
元，同比增长 43.4%，对城乡公共设
施、环境卫生等方面提供了有力资
金支持，促使城乡争优更快更好实
现。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2.6 亿
元，在抚恤、社会福利、退役安置、临
时救助、特困人员供养等社会保障
上持续加码。此外，我区在教育和医
疗卫生方面，分别支出 12.3 亿元及
6.9 亿元，竭尽全力解决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一证通办 一窗通办 预约办理

新碶推行一站式公共行政服务
本刊讯（记者 廖俊利 通讯
员 陈红 赵佩尔）“只要有身份
证或社保卡其中之一就可以，您随
意到哪个窗口都能办，放心吧。”9
月和 10 月正是集中办理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的时间。现在，到新碶
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大厅办理该业务
的居民再也不用同时准备户口本、
身份证等材料，业务大厅已实现
“一证通办”和“一窗通办”。
据大厅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9 月 17 日—30 日，便民服务中心
共办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756
件，目前该业务在新碶街道不仅可
以“一证一窗通办”，还可以基层代
跑腿办理。
“如果居民觉得来大厅
办理不方便，可以就近到户口所在
地村（社区）办理参保登记，再由
村、社区集中帮助村（居）民前往街
道办事大厅统一办理。” 该负责人
说。
新碶街道便民服务中心成立以
来，紧紧围绕建设“一流服务大厅”
的目标，本着 “阳光服务、廉洁高
以群众需求为服务
效”的服务理念，
导向，不断提升“最多跑一次”服务
水平，努力为群众提供规范、便捷、
优质、
高效的一站式公共行政服务。
走进街道综合服务大厅，工作
人员热情帮助办事群众取号，初步
引导群众如何办理，窗口工作人员

语气温和、态度亲切，井然有序。今
年 8 月中旬起，该街道启动“领导
坐班”制，相关领导进驻窗口一线
接待群众、换位体验，他们详细了解
窗口办事流程，与办事群众深入交
流，了解群众需求并及时研究改进
举措。
“领导坐班”制启动以来，大厅
陆续对窗口工作人员开展业务和礼
仪培训，实现服务再提升；为了让办
事群众少跑路，大厅新增了复印机，
免费为市民提供申报资料复印，并
由专人操作指导。此外，街道还整合
服务事项，及时与区级业务主管部
门对接，动态调整服务事项和办事
指南，进一步明确办事指南要素、受
理标准，不断优化经办流程。
记者在大厅一个窗口看到放置
了多张二维码小卡片。据该窗口服
务人员介绍，为方便群众进行生育
自助登记，街道对扫码登记的一些
项目进行简化后制作了新版二维码
小卡片，居民扫码后简单操作即可
完成登记项目。
此外，街道还为办事群众开通
“有的群众可能
了联网查询服务。
没带齐婚育资料，我们就通过网上
查询帮他们打印，对于一些网上信
息也不明确的情况，会打电话给当
地计生部门，尽力帮助群众现场办
理。”窗口负责人说。
日前，新碶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正在尝试“预约办”，群众有紧急需
求的情况可提前预约，只要群众有
需要，大厅工作人员便可随时提供
服务，避免群众多跑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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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头获宁波“最美长寿村”称号
为我区唯一一个上榜村

海外留学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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