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最多跑一次
全面深化改革

建设港口强区
做好“六稳”“六保”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镇海实践

本报讯（记者徐超 通讯员商
务）浙江易辰物流科技有限公司在
疫情“后时代”不断努力，凭借自
身努力和政府支持，发展势头向
好。可平台每日资金流水较大，资
金周转一度疲软，让企业犯难。

“区商务局工作人员知道后，马上
指导我们申报增值税补贴。后来拿
到了43760元补助资金，极大地缓

解了企业在疫情下的经济负担，提
高了资金周转效率，也让企业顺利
度过难关。”企业负责人说。

日前，记者从区商务局获悉，区
商贸服务企业享受增值税补助政策
审核兑现工作已全部完成。全区前
后共组织开展五期申报，共有1413
家商贸服务企业享受优惠政策，兑
现增值税补助总额达2465万元，兑
现率100%，有效缓解商贸服务企业
在疫情期间发展面临的压力。

前期，为让区内更多企业了解
补助政策，区商务局在区内主流媒
体和网上平台及时发布了补贴申报

指南，并通过微信群等线上交流方
式将补贴信息向各商贸服务企业宣
传。为方便申报，全区各镇（街
道）均开设相关企服专窗受理申
报，区商务局也积极召开疫情期间
商贸服务业政策推进会，向企业详
细解读补贴相关文件，引导企业放
心有序申报推进。为保障全区企业

“政策红包”精准、快速、普惠落
袋，按期兑现，区商务局还采用三
级联审工作机制，严格把关，加快
推进政策资金落地，切实缓解企业
经营压力，从而帮助企业尽快渡过
难关。

区商贸服务企业享受增值税补助政策审核兑现完成

1413家企业获“政策红包”2465万

本报讯（记者王马飞 张宁
通讯员李洁）10月13日，来自宁
波各行业的“最美人物”走进蛟川
街道清水浦村，向当地村民传播转
作风、强担当、促落实等爱岗敬业
精神，提升“三服务”能力，分享

“最美”故事，弘扬“最美”精神。
2020年最美人物“走美丽乡村、

进文化礼堂”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
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

活动现场，“最美人物”代
表、2019“向上向善好青年”李
媛媛用自身的工作经历，讲述如何

做好服务大局敢担当、精益求精优
服务、模范带头立标杆，不断提升

“三服务”工作能力和水平，为宁
波当好浙江建设“重要窗口”的模
范生作出自己的贡献。

“最美人物”的到来，让清水
浦村文化礼堂顿时热闹起来，他们
分享的“最美”故事，感动了不少
在场的村民，引来阵阵掌声。

获得省卫生村、市级生态村、
市文明村等荣誉的清水浦村，
2018年3月建成村文化礼堂，为了
使文化礼堂更有生命力和活力，该
村注重在使用方面下功夫，结合区

文化部门推出的“礼堂夜市”，让
礼堂在夜晚也能开放，服务群众，
让很多年轻村民放下手机进入到礼
堂，参与各种活动，成为了该村的
文化地标和村民的精神家园。

“与蛟川同行，与美好同行，
一江一海着意长青；与蛟川同行，
与绿色同行，一江一海共筑太
平”，合唱《与蛟川同行》让活动
气氛达到高潮。此外，2018年度

“最美宁波人”陈伟高、2019 年
“最美高新人”王雪培将文化书籍
赠给清水浦村，为村民提供丰富的
精神食粮。

走美丽乡村 进文化礼堂

全市各行业“最美人物”走进我区

本报讯（记者汪皛 刘源 通
讯员李金星）昨日上午，区领导一
行在宁波航标处相关负责人的陪同
下，赶赴七里峪灯塔看望慰问守塔
人。

七里峪岛上有两座灯塔，老灯
塔始建于1865年，是宁波最老的一
座灯塔，在经历100多年的历史变
迁后，被迁至小七里屿上，现在由新
灯塔为过往的船只指明航向。守塔
人在孤岛灯塔中，与寂寞黑夜为伴，

默默守护着过往的的每一艘船只。
从清光绪年间到现在，叶家五代人
已经在海岛上孤独地守望了百年。

在岛上，区领导一行与叶静
虎、叶超群父子亲切交谈，询问守
塔人的日常工作和生活情况，了解
他们的困难和需求，感谢他们所作
出的贡献。

与陆地相比，七里屿岛上生活
条件比较艰苦，特别是饮用水和生
活用品，需要靠补给船定期供应。目

前，共有8名守塔人守护着七里峪岛
上的灯塔，4人一班，一周一换。

区领导一行先后参观了新老两
座灯塔、七里屿陈列室。参观中，
区领导表示，叶中央一家五代守望
灯塔百年的事迹非常感人，能够坚
守平凡且枯燥的工作，这样敬业奉
献的精神让人敬佩。区领导呼吁大
家要向守塔人学习灯塔精神，激发
爱岗热情，为海上交通发展、为社
会经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区领导赴七里屿慰问守塔人

学习灯塔精神 激发爱岗热情

本报讯（记者罗婷婷 通讯
员张宇龙）“沿江西路372号附近
有处架空线缆破损下坠，存在安
全隐患，请相关部门尽快处理。”
近日，招宝山街道胜利路社区网
格员陈新刚在巡查中发现一处线
缆下坠情况，立即拍照记录，并
上传至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
中心“智慧城管”信息采集平台。

随后，该平台开启处理模式，
工作人员与多家协同单位联系后，
均无责任单位认领，随即确认该线
缆属于无法查清产权或责任主体的

“无主设施”。区矛调中心立马启动
“代整治”机制应急修复，30分钟
内，市政维修人员到达现场，1小
时后，线缆修复完成。

针对无主市政设施管理权责
不清、养护修复不及时的“老大
难”问题，我区创新建立“代整
治”修复机制。该机制通过建立

标准化工作机制、落实专项养护
经费，对全区范围内档案缺失、
临界交叉、职权模糊的“无主市
政设施”，按照“先修复处理问
题、后落实资金单位”的原则，
委托专业队伍代替设施权属部门
实施街面保序、市政维护、公用
事业、园林绿化等13大类184小
项抢修补救项目，及时消除市民
身边的安全隐患。

今年以来，区矛调中心累计
“代整治”修复各类市政设施200
余件，有效解决管理界限不清和
推诿扯皮现象。“通过不断创新和
完善机制，目前‘代整治’已经
实现15分钟确定主体、30分钟到
达现场、60分钟完成修复。”区矛
调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与传统
机制相比，“代整治”修复效率提
高85%，修复成本降低40%。

目前，我区已实现“代整

治”机制全覆盖，面积从最初的5
平方公里扩大至70平方公里。同
时，区矛调中心积极推进“代整
治”机制向街道、小区层面下
沉、延伸。在街道层面，引导街
道组建专业修复队伍，承担街道
（镇）属地养护道路及两侧无主市
政设施修复、维护工作；在小区
层面，引导物业组织专业队伍破
解老旧小区内部路灯、窨井盖等
无主市政设施管理缺位问题。此
外，区矛调中心将道路红线退让
部分与物业外延开放区域纳入

“代整治”范围，进一步优化了该
机制的功能与覆盖面。

“代整治”机制拓面优化的同
时，运行流程也更加精细化。前端
依托“智慧城管”信息采集平台，
组建以网格员为主体的一线巡查队
伍，实时对区域市政设施使用情况
进行信息采集， （下转第二版①）

70平方公里全覆盖 1小时解决问题

无主市政设施“代整治”机制再升级

近日，区纪委区监
委、区委直属机关工
委、区文联联合举办
2020年“清廉镇海”廉
政书画摄影作品征集活
动，活动共征集优秀作
品近300件。创作者结
合传统文化和现代手
法，形象、生动、直观
地展示了理想信念、党
纪条规、社会公德和职
业道德，展现了新时代
我区党员干部群众的新
形象、新作为、新成就。

（记者汤越
通讯员张瑾 摄）

翰墨丹青扬正气翰墨丹青扬正气

本报讯（记者陈莹 通讯员狄
蕊）10月16日，世界粮食日。近日，
记者从区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风
调雨顺，粮食将迎来一个丰收年，我
区粮食播种面积达4.53万亩，同比增
加10%。其中推广粮经轮作模式面
积已达1400多亩，同比增加300%。

在澥浦镇种粮大户余国华的晚
稻田里，今年的单季晚稻开镰收

割，因为今年夏天没有台风的侵
袭，晚稻大丰收，估计亩产能达到
1500斤左右。

而在澥浦镇家园农场番茄种植
户陈善忠的大棚里，1600亩的轮作
晚稻即将收割，今年陈善忠开展

“番茄+水稻”轮作的模式，既增加
了一茬水稻的收益，又改良了土
壤，减少了病菌。金秋时节，我区

收获的不仅仅是金灿灿的稻谷，扎
扎实实走出了一条扎牢“米袋子”、
去掉“药瓶子”、鼓起“钱袋子”的
种粮新路子，实现“经济效益、生
态效益、社会效益”三提升。

据了解，今年我区早稻种植面
积0.9万亩，晚稻2.21万亩。早稻
产量3900吨，晚稻预计产量达到
12100吨。

我区粮食种植面积同比增加10%
推广粮经轮作模式面积达1400多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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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徐超 通讯员姚

玥）镇海、杨浦、南湖三地迈出政
务同城化步伐，深化放管服改革更
进一步！10月15日，镇海区在全
市先行探索，与上海市杨浦区和嘉
兴市南湖区在上海国际会展中心签
署三地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合作备忘
录，三地政务服务将以“长三角一体
化”战略为契机，以三地企业开办

“一件事”异地可办、一日办结为重
点，以资源全面合作共享为核心，在
整合政务服务自助终端、构建互通
互办窗口、保障数据和服务供给提
升监督管理合力、完善队伍培育等

方面加强交流互通，为三地群众和
企业提供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据了解，此前，镇海区行政服
务中心依托网络互连互通、大数
据、设立线下专窗办理等手段，通
过与杨浦区和南湖区行政服务中心
合作，将企业开办异地办理涉及的
不同地域、不同部门的单一环节、
离散步骤整合为集成、集约办理的

“一件事”，目前已实现了企业开办
工商注册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
户，税控设备申领等六个具体环节

“一件事”异地可办、一日办结。
今后，在南湖、杨浦、镇海范围
内，群众和企业可选择任一地区办
理其余两地的企业开办“一件
事”，并享受各类证照等办事信息
三地共享互通互认，减少往返跑，
进一步满足各类市场主体和广大人

民群众异地办事。
“我们将以企业开办一件事跨

省通办、一日办结为突破口，加强
数据共享，提供集成服务，搭建互
办窗口，通过线上线下全面合作，
加快推进不动产交易登记，公司股
权质押设立、变更，人事档案转移
等事项的三地通办，助力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优化营商环境。”
区政务办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三
地将在探索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
深化合作，稳步拉长合作链条，力
争今年年底前，58 个“跨省通
办”的事项全部实现三地通办，打
造跨地域间审批、监管、执法前后
环节贯通、信息互联、协作联动的
政务服务新模式，推动创业创新蓬
勃不息、要素自由流动、激发区域
经济发展活力。

以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助力创业创新

镇海杨浦南湖三地迈出政务同城化步伐

图为秦红波在参加志愿活动。

记者朱旭 潘志杰 通讯员郭长佳

找到秦红波时，她刚结束一上
午的工作，从单位匆匆赶回家中，
将前几天“积攒”下来的一堆黄色
志愿者队服倒入洗衣盆中，拧开水
龙头，麻利地洗了起来。

十几分钟后，一件件被洗净的
黄色队服被晾到了秦红波家中的小
院里。这位平素走路、说话都风风
火火的九龙湖黄背包志愿者协会会
长，此时与一位寻常的家务女性毫
无差异。秦红波一边擦着脸上的汗
水，一边微笑着说：“现在每年大
小活动有上百次，要是次次都把衣
服送去清洗店，那既要排队，还得
花时间运回；不如直接带回家洗，
很快就能重新发给队员们用，省水
又省钱！”

惜水情缘 始于童蒙
作为生长在九龙湖畔的秦山村

人，秦红波幼时是个精力充沛的女
孩，下河游泳、捉鱼捕虾占据了她
童年大多数的欢乐时光。对水的爱
惜，也正是缘于这份孩童时期的珍
贵回忆。

“我现在眼睛一闭就能回想起
来，那时每天一放学就和小伙伴们
一起去小溪里玩水，暑假更是大半
时间泡在水里。”天性活泼大胆的
秦红波内心相当细腻，对于家附近
的九龙湖，怀着一股依恋之情。

时光飞逝，长大后的秦红波走
出乡村，来到更广阔的市区求学、
工作。在远离那片碧水的日子里，
她更深入地认识到了环境污染和生
态破坏对于水环境的威胁：污水乱

排导致水质恶化发臭、水面垃圾四
处漂浮、居民随处向河湖排倒生活
污水……

“水是生命之源，九龙湖是我
们的母亲湖，作为受过这一方水土
恩惠过的本土人，我觉得自己有守
护她的责任。”秦红波说，2013年
6月5日，世界环境日，是她终生
难忘的日子。这天，她正式加入九
龙湖黄背包志愿者协会，成为公益
志愿者。这一开始，就是长达7年
多的坚守。

护水使命 笃毅前行
“我知道个人力量有限，所以

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进来。怎样
拉人？只有自己先把能做的做好，
让大家知道这样做有用。”秦红波
说，志愿者生涯最初几年，她在领
导、同事和朋友支持陪伴下，挨家

挨户走访九龙湖、新大河等主要水
域周边住户、种植户，通过发放

“五水共治”宣传单，解释河道环
境保护的重要性，提醒大家不要乱
倒垃圾、乱排生活污水。

同时，秦红波还带头发动志愿
者自制打捞网，协助河道保洁员一
同打捞水面漂浮物；发现有堆积垃
圾的脏臭水沟，这些没有经费支持
的公益志愿者们一个个毫不含糊地
卷着衣衫裤管、忍着臭气、踩着泥
水，徒手将垃圾一件件扒拉出来，
再放进垃圾袋。

那时，秦红波和伙伴们活动目
标简单又明确：让河道变得干净一
点，再干净一点。日复一日地坚
持，换来了小片区域的面貌改观。
越来越多的游客、住户看到这一群

“黄背包”上山下河追逐垃圾的身
影，开始不再乱扔垃圾、乱倒污
水，文明出游、文明生活的新风气
渐渐盛行。

丹心不改 碧波常在
如今，九龙湖黄背包志愿者团

队已发展至540余人。登入宁波志
愿者网，赫然发现：从2016年底
至今，秦红波的个人志愿服务时间
已超过1511小时，相当于不论工
作日、假期，她每天都要匀出1小
时以上的时间奉献给公益活动。秦
红波和伙伴们的足迹也屡屡走出镇
海，把环保公益带到了慈溪达蓬
山、江北小灵峰等旅游胜地。

“我做公益就是出于一个很简
单的心愿：借助大家的力量，一起
保护绿水青山，让碧波常在。”在
护水治水工作上，秦红波付出的不
仅是体力，更兼心智经验。经她努
力牵线，黄背包志愿者团队联合宁
波工程学院等高校组织在九龙湖镇
51条河流、29个山塘水库附近设
立56个监测点，检测水源地、上
游水体水质， （下转第二版②）

秦山有巾帼 丹心映碧波
——访“全国十大最美河湖卫士”秦红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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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海普安廿载情
脱贫攻坚四千里

10月17日是“世界扶贫日”。
1996年起，镇海对口帮扶贵州普安县。普安县原是

国家级贫困县，辣子树村是省级深度贫困村。时任我区扶
贫办主任陈伟高翻山越岭前往贵州39次，开展扶贫帮困
工作，其中10次进入这个深山里的苗族村寨。20多年
来，辣子树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陈伟高在开展扶贫工作同时不忘用相机记录辣子树
村的脱贫过程，他自1997年3月28日到2019年11月
28日，先后10次进入该村，拍摄了大量照片，涉及当地村
民的衣食住行等16项内容。

本版选登其中之一“路”，以飨读者。窥一斑而知全
豹，山路的变迁，从一个侧面反映辣子树村的苗族同胞解
决了温饱问题，正奔向小康大道。

另外，《辣子树村的春天》陈伟高扶贫工作图展将于
10月17日在宁波植物园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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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安县城的南山湖

远眺普安县城

苗寨——辣子树村，卡斯特地貌石漠化。

进村无路，泥泞湿滑，寸步难行。

车胎又爆了

村路坎坷

开足马力车还是上不去，进退两难。

稍微有点改善的碎石路面

进一步改善的红土路面

2015年9月，见到了水泥路面。

辣子树村现在有了
气派的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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