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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务贴民心
强担当 促落实

全力推进“三个年”行动
六争攻坚镇海实践

成就巡礼
“十三五”

本报讯 （记者王马飞 张宁
通讯员李洁）1月11日晚，蛟川街
道东信路社区会议室里，一场基层
党员教育学习党课正在火热进行
中。来自社区下属三个网格党支部
的数十位党员正在学习区委十四届
十次全体（扩大）会议精神，他们
表示要以实际行动推动全会精神落
地生根，谱写社区发展崭新篇章。

去年以来，蛟川街道党校充分
借助校外党政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
的力量，以党员干部、基层党员、
入党积极分子等为对象，通过设计
课程“菜单”，以约课订单的形式分
层次、分专题对基层党员干部开展
系列培训。

《自豪 自信 自觉——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精神宣讲》《十图话百
年 初心永不变——建党100周年成
就宣讲》《基层社会组织建设与党建
引领》……翻开2021年教育学习主
要讲题目录，20个主题各异的党课
可供辖区党员选择。“很新奇也很喜
欢，党员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点
单’，自主选择喜欢的课程，查看课
程后发现这一期的党建课程内容与

社会组织的发展非常契合，就立即
‘下单’了。”东信路社区党总支副
书记邓勤说。

这一年来，该党校始终坚持以
党员干部教育为主，政治理论教育
为主，提高思想政治素质为主的

“三为主”方针，不断改革教学内
容，创新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
量。“这种方式改变了以往党员被动
学习的传统教育方式，有效解决了

‘上热下冷’的问题，课程一经推
出，报名十分踊跃，去年以来，点
单约课培训党员2000多人次。”蛟
川街道党校相关负责人说。

该街道党校每年举办多期理论
和形势培训班，突出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等学习和宣传的同时，还
十分注重围绕经济中心这一办校主
旨，坚持用切合实际的教学内容，
强化学员发展经济的意识。近年
来，该党校就相继举办了学历教
育、农村实用技术、职业技能等培
训班32期，培训1250人次，为经
济建设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

目前，蛟川街道党校“红色讲师
团”共吸纳近30名讲师，他们来自不
同行业，整理出社会治理、经济建设、
乡村振兴、养老医疗等多个方面学习
需求，通过点单约课重塑党课仪式感
和实效性，让基层理论宣讲工作真正
做到“接地气”“入人心”。

党校设计“菜单”党员点单约课
蛟川“红色讲师团”服务党员2000余人次

本报讯（记者张超梁 郭力
通讯员经信）近日，省经信厅公示
2020年浙江省绿色工厂名单。我区
企业宁波阿尔卑斯电子有限公司、
宁波乐金甬兴化工有限公司入选。

全市共有9家企业入选2020年
浙江省绿色工厂公示名单。根据公
示名单显示，阿尔卑斯电子、乐金甬
兴所属行业类别分别为其他电子元
件制造、初级形态塑料及合成树脂
制造。

阿尔卑斯电子主营业务为手机
配件生产。节水方面，其车间设备
冷却水与空调系统冷却水均循环使
用；节能方面，借力光伏发电装
置，合理利用可再生能源，还优化
生产过程的能源管理，回收利用空
压机热能，冬季用于空调制热，夏
季用于食堂供热，减少相应能耗。
2017年至2019年，其单位产品综
合能耗呈现逐年下降态势。其中，
2019年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比2018

年下降5.89%。
乐金甬兴生产的产品ABS塑料

在国内市场占有领先地位，以其优
越的加工性能和高光泽性，广泛用
于空调、洗衣机、冰箱等白色家电领
域。节能降耗是乐金甬兴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工作，其先后多次开展
节能设备技改，发力蒸汽余热回收、
变频电机引用、照明技改、SAN热油
泵技改、造粒机组螺杆改善等技改
项目，有效降能源消耗。

省绿色工厂名单公示

我区两家企业入选

威远 坛论论
“太感动了，没想到你们能来

医院上门给我读评估报告，过渡住
房还给我安置在熟悉的地方，交关
好。”据本报报道，蛟川街道在南
洪村拆迁工作中，始终想群众之所
想，逐户登门做群众的思想工作，
温情拆迁高效推进该村的征迁任
务。

在以往，拆迁工作被视为是
“天下第一难”，有的地方甚至因为
拆迁而导致矛盾激化现象，从表面
看，原因好像是在于拆迁补偿金的
问题，但根本上是拆迁政策是否真
正顺应了民生导向、传导了民生情
怀。

拆迁与发展是一体的，不应该

发生分化，被拆迁是群众见证和参
与发展的过程，要让群众真正明白
他们才是拆迁、发展的最终受益
者。从报道中可以看到，在推进南
洪地块拆迁过程中，蛟川街道始终
坚持民生导向，积极作为，不论是
政策解释，还是破解后顾之忧，都
能想村民之所想，解村民之所忧，
让市民在城市化进程中得到了实实
在在的利益。

当前，我区正处在全域城市化
加速推进过程中。城市化推进之
路，拆迁不可避免，其中肯定还会
碰到很多困难。但千难万难，尊重
和实现群众利益就不难。我们相
信，只要相关部门始终坚持民生导
向，始终以群众得利为归宿，不对
群众合理诉求熟视无睹，以温情的
方式推进拆迁，拆迁矛盾就能迎刃
而解，全域城市化也将加速推进。

温情拆迁传递民生导向
□如说

本报讯（记者陈雨婷 通讯员
竺斌）近日，记者从区生态环境监
测站发布的最新环境质量快报中获
悉：2020年，我区环境空气质量优
良率93.2%，这是2013年新的环境
空气质量标准实行以来，首次超过
90%，环境空气质量呈现逐年上升
态势。5个市控及以上地表水监测
断面功能区达标率100%，这是自
2017年以来，连续第四年达标率保
持100%。

据悉，2020年，我区环境空
气优良率比2019年上升6.3个百
分点，出现Ⅲ级及以上 （污染）
天气 24 天，比 2019 年减少 23
天。评价环境空气质量的六个常
规因子 （二氧化硫、二氧化氮、

PM10、PM2.5、一氧化碳、臭
氧） 浓度均比 2019 年下降或持
平。其中：PM2.5 浓度 21 微克/
立方米，下降7微克/立方米；二
氧化氮浓度 35微克/立方米，下
降 2 微克/立方米；臭氧污染 17

天，减少10天。
2020 年 是

“十三五”收官
之年，我区以成
功创建国家生态
文 明 建 设 示 范
区，交出了“十
三五”生态文明
建设和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的圆满
答卷。值得一提

的是，“十三五”期间，我区环境
空气质量呈现逐年上升态势。“十
二五”末（2015年）环境空气质
量优良率为76.6%，之后五年优良
率 分 别 为 82.9% （2016 年）、
81.5% （2017年）、85.1% （2018

年）、86.9% （2019 年）、93.2%
（2020年）。

从地表水环境监测数据来
看，2020年，我区5个市控及以
上 监 测 断 面 功 能 区 达 标 率
100%，与2019年持平；Ⅰ-Ⅲ类
（优良）水质占80%，与2019年
持平。五个断面水质等级分别
为：游山、马家桥、汶溪、广源
桥Ⅲ类，贵驷Ⅳ类。

以全区 270 个监测断面计，
2020年，达到Ⅴ类及以上断面占
69.5%，比2019年增加9.7%（以
监测数计）。主要污染物氨氮、总
磷浓度分别比2019年下降5.6%、
6.7%。无机污染物高锰酸盐指数
达到Ⅲ类标准，处于稳定状态。

2020年我区环境质量再创新高
空气质量优良率首次超过90%

本报讯（记者林意然）昨日，
区经信局组织服务小分队，深入辖
区工业企业，走访了解企业稳岗留
工需求。我区于近日全面开展“问
需于企业”活动，助力企业推进当
前疫情防控、留工优工等工作，并
听取企业关于打造“三服务”2.0
版的意见和建议。区四套班子领
导、区驻企联企服务员走访问需于
自身联系的企业，其余单位按照各
自职责走访问需于相关企业。

此次活动进一步优化服务理
念，既聚焦“融资难”“用地难”

“用工难”等老大难问题，又及时
帮助推进新形势下防疫抗疫、留工
优工、安全生产、产业转型升级等
工作；既要解决遗留下的存量问
题，又要及时回应新发展阶段相关
政策配套的诉求。认真梳理收集企
业对2.0版服务的意见、建议和存
在问题，明确责任、落到实处，确

保每个问题都有着落、有回音。同
时，根据专业特点，在原有小分队
基础上，建立和完善发改、经信、
商务、市场监管、税务、金融、科
技等七个部门专业小分队，对收集
上来的专业性较强的疑难问题，由
相关小分队进行梳理分析，助力走
访对象共同协调解决；建立小分队
联席会议制度，对跨专业领域问
题，进行协商联动解决，确保解决
问题的精准性、有效性。

此外，此次活动还将深化数字
服务推进问题智慧化解决，主要是
充分发挥“三服务”小管家平台、
8781企服平台的“中央处理器”作
用，通过平台数据筛选和技术手
段，对日常反映和走访过程中收集
上来的问题和事项进行智能归集、
系统集成、实时分析，推动更多服
务成果转化为决策成果和制度成
果。

为更好“问需于企业”，活动方
式上将充分鼓励利用现有平台，通
过线上问需等方式，防止给企业增
加负担；在实地走访过程中，按照
有关要求，严格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优化服务理念 聚焦企业难题

“问需于企业”活动全面开展

经过精心的打理和严密的防寒
措施，昨日，九龙湖镇今年第一批
水果番茄迎来丰收。在宁波飞洪生
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里，工人正在
忙着采摘水果番茄“浙樱粉”。目
前，该蔬菜基地为全市三江、麦德
龙、盒马生鲜等35家大型超市供
货，刚上市阶段每天可供市场500
斤，预计春节期间迎来大面积上市。

（记者汤越 通讯员岑思懿 摄）

本报讯（记者陈巍 徐立栋）
昨日下午，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
局民主生活会等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市
政协副主席、区委书记林雅莲主持
会议。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发表的重要

讲话，明确指出了我们党百年辉煌
的根本原因，深刻阐释了旗帜鲜明
讲政治的重大意义和实践要求，为
我们坚守政治理想、加强政治建
设、提高政治能力提供了根本遵
循。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
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不
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
会议指出，开好民主生活会是

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是落实全面
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会议强调，
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在行动上抓
紧落实，认真抓好学习研讨、征求
意见、谈心谈话、材料撰写、严肃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整改落实等
关键环节，严格按照要求规范组织

好民主生活会，确保会议开出高质
量、好效果。

会议还传达学习了习近平主席
二〇二一年新年贺词精神，以及习
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
会、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等会
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并传达学习
了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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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梨制图）

图为区第七届市民文化节开幕式演出现场。

记者林璐瑶 通讯员位梦蕊

读书、看电影、刷短视频、
听音乐、打游戏……近年来，丰
富多彩的文化产品将人们的精神
世界点缀得五彩斑斓。而数量
多、质量优的文化供给背后，离
不开文化产业的高歌猛进。

“十三五”以来，我区迎来了
文化产业加快发展的黄金期，并抓
住融合发展关键点，统筹把握文旅
体事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紧扣优化
公共服务供给、提升产业发展动
能、增强市场治理效能、加强人才
队伍建设四大环节，扎实推进各项
重点目标任务，在推动社会主义文

化繁荣兴盛中，交出了一份亮丽的
成绩单。

文化事业得到新发展
“真没想到，咱也能登上大舞

台。”去年10月，区第七届市民文
化节开幕式暨“雄镇大舞台·我
们秀出来”优秀原创节目展演在

镇海大剧院举
行，不少上台
表演的市民们
纷纷感叹，现
在大家都有了
拿手活，舞台
对于他们来说
不再是高不可
攀 、 遥 不 可
及。

2016 年 ，
宁波市创新提
出 “ 一 人 一

艺”全民艺术普及工程后，我区
便积极响应号召。“我们依托‘雄
镇课堂’‘雄镇展厅’‘雄镇大舞
台’三大平台，有效推动区域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转型升级，并充
分利用基层文化阵地、各类媒
体、活动等宣传途径，使全区男
女老少积极参与其中，让艺术全

面融入群众生活，力争实现‘一
人一艺’全面覆盖。”区文化和广
电旅游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说，“仅
去年一年，我们开展了舞蹈、声
乐、摄影、书法、中国结等项目
的全民艺术普及公益培训，覆盖
群众达到5000人次。”

据悉，自开展“一人一艺”
工程后，我区曾多次举办、参与
文化赛事，甬剧小戏《情》、器乐
合奏《渔民谣》、男女声组唱《飞
向远方的蒲公英》、《黑板上的记
忆》、群舞《暖》等多个节目在
省、市级比赛中获奖。

文化产业形成新亮点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

文化的载体。近年来，我区聚焦
文旅融合发展，以文促旅，使得
文化产业形成新亮点。

（下转第二版）

普及“一人一艺” 文旅融合发展 聚焦全民健身
我区“十三五”期间交出亮丽文化成绩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