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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小”活动成青年学习小组“标配”

2022 年镇海区慈善总会
“慈善一日捐”活动捐款进度（第三期）
序号

捐款者 （其中 500 元以上个人）
1 区住房和建设交通局
其中：范

捐款总额（元）其中单位捐款数（元） 序号
68480

30000

骏 500

2 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16203

4000

其中：马碧波 500
龚聪芬 500
3 区人民检察院

28000

11000

捐款者 （其中 500 元以上个人）
39 贵驷敬老院
40 民联稻田幼儿园
41 宁波华驰轴承有限公司
42 宁波市海达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43 宁波蛟川构件有限公司
44 宁波镇明转轴有限公司

捐款总额（元）其中单位捐款数（元） 序号
690

101 西门社区

870

30000

20000

20000

其中：徐仲和 1000

250000

250000

盛惠昌 1000

67000

67000

金华波 500
叶楚明 500

20000

潘明飞 500

50000

50000

47 宁波中意液压马达有限公司
48 宁波市镇海棉丰搬运队

250000

250000

2500

2500

49 宁波中科绿色电力有限公司
50 宁波争光树脂有限公司
51 宁波现代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60000

60000

20000

20000

30000

30000

52 朝阳村帮扶基金
53 骆兴村帮扶基金

202830

200000

李佩芳、周易钧 3000

201000

200000

郑

修 2000

151340

150000

贺

敏 1000

103240

100000

虞

乐 1000

56 余三村帮扶基金
57 南一社区帮扶基金

100440

100000

陈岳林 1000

30000

30000

丁佩成 500

58 静远社区帮扶基金
59 新晨社区帮扶基金

30000

30000

31420

30000

冯瑄珍 500
105 张鑑碶社区

60 联勤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帮扶基金
61 东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帮扶基金

100000

100000

106 中交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

100000

100000

107 宁波市镇海区金生怡养院

62 宁波镇海儿童口腔医院有限公司
63 宁波丽丰家居有限公司

2000

2000

其中：刘美娟 1000

2000

2000

姚素娥 1000

64 宁波富尔顿热能设备有限公司
65 宁波市镇海迈克工具有限公司

5000

5000

金福娟 1000

5000

5000

张开伟 600

66 宁波仁峰生态建设有限公司
67 宁波镇海骆辰保洁有限公司

5000

5000

林柏年 500

2000

2000

诸国宝 500

1000

1000

周大震 500

刘雨香 500

68 宁波银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镇海分公司
69 宁波镇海亚太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000

1000

类延慧 500

陈耀波 500

70 新联合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1000

1000

毛菊英 500

8000

8000

20000

20000

金

涛 500

李

刚 500

4 镇海文旅集团有限公司

10400

6000

其中：俞静海 500
5 区房屋征收服务中心

5700

2200

其中：叶忠尧 500
6 区文联

3400

1500

其中：李爱民 500
张如新 500
7 镇海区建筑业协会
8 镇海区建筑技术咨询服务中心

2000

2000

2000

2000

9 宁波帮博物馆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10 区技工学校
11 招商银行镇海支行

500
1150

12 兴业银行镇海支行

3400

其中：黄

500
1000

维 500

13 民泰银行镇海支行
14 沈庆三
15 贵驷街道机关及机关干部

5000

3443

3000
122550

100000

其中：周伟杰 500
孙

波 500

王学波 500
王志强 500

金

怡 500

陈

皓 500

54 董家畈村帮扶基金
55 骆驼村帮扶基金

71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世纪大
道快速路） 工程三标项目部

72 宁波康海置业有限公司
73 团桥村爱心人士

何军达 500

镇海区新闻中心

102 总浦桥社区

30000

葛志伟 500
103 海港社区
104 后大街社区

解决作风顽疾 提振发展干劲

20163
30000

其中：赵雅芬 4000

我区开展“五问五破、五比五先”机关作风建设“五大”专项行动
奋力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
科创强区 品质之城

10179
100000

100000

17310

108 宁波明洲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109 宁波镇海爱尔光明眼科门诊部

3000

3000

110 宁波浙粮仓储有限公司

5035

5035

100

111 镇海西门幼儿园

1781

112 镇海区新三宝服务社

1300

范露丹 500

1000

76 “红五星”党员爱心基金

2000

113 镇海区招宝山街道康馨工疗站
114 招宝物业公司

1010

余

77 静远社区党员干部
78 金东社区党员干部

3000

115 镇海宝山幼儿园

4110

1280

116 李嘉杰

2000

79 南一社区党员干部
80 金邑社区党员干部

3821

117 光明村帮扶基金

103130

100000

2090

118 永旺村帮扶基金

100000

100000

1376

119 勤勇村帮扶基金

100000

100000

7360

120 钟包村帮扶基金

100530

100000

2500

121 兴庄路社区居民委员会

9070

7500

122 庄一社区居民委员会

5340

郑成峰 500
军 500

朱亚平 500
16 贵驷社区帮扶基金
17 民联村帮扶基金
18 妙胜寺村帮扶基金
19 贵驷村帮扶基金
20 沙河村帮扶基金
21 里洞桥村帮扶基金

100500

100000

150450

150000

251050

250000

150460

150000

150450

150000

100700

100000

22 东桂社区帮扶基金
23 兴丰村帮扶基金

101230

100000

201550

200000

24 宁波全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5 宁波美美包装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5000

5000

26 宁波百韵音响器材有限公司
27 宁波市镇海三剑机械电子附件厂(普通合伙)

5000

5000

3000

3000

28 宁波市镇海棉花加工有限公司
29 宁波仁力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3000

3000

5000

5000

30 宁波亿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31 宁波市镇海搏浪金属制品厂(普通合伙)

1500

1500

81 莲晴社区党员干部
82 南一老兵暖意关爱慈善救助基金
83 莲晴社区青莲党员慈善救助基金
84 莲晴社区荷家欢姐妹驿站慈善救助基金
85 何思钰

1793.4

本报讯 （首席记者陈巍） 作
风 正 ，则 干 部 强、事 业 兴 。 8 月 3
日，全区“五问五破、五比五先”机
关作风建设“五大”专项行动启动，
动员全区各级各部门全面纠治机
关作风突出问题，推动全区干部党
性意识、精神状态、能力素质、作风
形象实现整体性变革、系统性重
塑，以作风建设的新成效推动全区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据悉，专项行动参加对象以区
管领导干部为重点，覆盖全区机
关、事业、国企其他干部。重点开
展“作风大检视、干劲大比拼、难题

大破解、绩效大进位、发展大安全”
五大行动，包括 20 项具体任务：
作风大检视，就是要通过主
题宣传立站位、思想讨论立方
向、问题排查立标杆、机制完善
立责任等方式，找准差距、查摆
不足、立行整改。
干劲大比拼，就是要通过优
化环境比服务、一线建功比本
领、工作晾晒比实绩、民主评议
比口碑等举措，形成勇争一流、
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
难题大破解，就是要通过领
衔破难抓机遇、改革攻坚抓落

地、助企纾困抓实效、民生实事
抓进度等工作，突破制约高质量
发展的掣肘桎梏。
绩效大进位，就是要通过指
标对账争前列、品牌培树争一
流、短板补齐争先进、效能监督
争跃升等做法，激励干部全力以
赴争先进位。
发展大安全，就是要通过平
安护航定民心、风险防患安民
心、治理迭代顺民心、连心解忧
暖民心等行动，提升“平安镇
海”建设水平。
这“五大”行动 20 项任务，
锚定的是“五问五破”目标——
问争先劲头足不足，坚决破除甘
愿躺平“混日子”思想；问担当
精神够不够，坚决破除推诿扯皮
“怕担责”心态；问为民情怀深不
深，坚决破除脱离群众“不走
心”现象；问底线思维牢不牢，

坚决破除心存侥幸“碰运气”心
理；问法纪意识严不严，坚决破
除不知敬畏“没规矩”行为。
市政协副主席、区委书记林
雅莲在动员讲话中指出，机关作
风建设“五大”专项行动是推动
省市区党代会精神落地见效的重
要保障，是解决镇海党员干部作
风顽疾的现实需要。广大干部要
把自己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
找准摸清作风建设中存在的差距
短板，保持警醒、正视不足、改
进纠偏。
“要让争先进位、争创一流成
为新追求，让实干担当、狠抓落
实成为新常态，让改革创新、塑
造变革成为新动能，让亲民爱
民、亲清分明成为新风尚，以作
风建设的新成效推动全区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林雅莲在当天的
动员会上郑重说道。

以作风先行引领发展先行
□本报评论员

3000

123 中兴社区居民委员会
124 福安药业集团宁波天衡制药有限公司

80000

80000

50000

50000

125 宁波科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000

20000

88 宁波家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9 宁波中南高科锦程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

2000

2000

126 浙江中通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20000

20000

2000

2000

127 宁波市永佳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0000

20000

90 浙江中平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91 宁波市镇海天地液压有限公司

2000

2000

128 宁波甬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00000

100000

2000

2000

129 浙江良和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100000

100000

92 宁波力程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93 宁波市令通电信设备有限公司

2000

2000

130 宁波海宏液压有限公司

30000

30000

2000

2000

131 宁波市镇海区庄市街道繁荣瓜果蔬菜示范场

10000

10000

94 宁波祢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95 宁波常乐日用品有限公司

2000

2000

132 宁波汇邦尼龙科技有限公司

20000

20000

2000

2000

10000

2000

2000

133 浙江蓝易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34 遨森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96 宁波汇众粉末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97 宁波市镇海宇欣轴承有限公司

20000

20000

2000

2000

135 宁波小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2000

“五问五破五比五先”
行动

2990

3000

86 宁波镇海岚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87 宁波市镇海鼎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镇灵通客户端

其中：蒋开达 2000

74 骆驼街道中心幼儿园大班毕业捐
75 方阿姨巧手慧心工作坊

张伟鸿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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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恒不懈怠，
重要问题善于思考不糊
涂，
工作职责勇于担当不打折。
我区为打造“梓荫港”青年学习
品牌，率先在“镇理享”宣讲团、
“清
风”宣讲团、
“庄言”宣讲团等 8 支宣
讲团中成立了青年学习小组，
他们将
围绕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与学习
“四史”、形势政策等结合起来，常态
化开展
“六小”
活动，
持续推动青年理
论学习走深走实走心。

25344

5000

5000

32 宁波良亮灯饰总厂
33 宁波海利达电器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5000

5000

34 宁波雄镇科技有限公司
35 宁波市镇海贵驷西服厂

5000

5000

1000

1000

36 宁波志诚轴承有限公司
37 宁波中润花式纱有限公司

1000

1000

本期合计

4740715.4

4342178

5000

98 岚山村干部、党员、群众个人捐款
99 爱心人士

6100

5000

5000

累 计

23033846.46

19824000.2

38 宁波市镇海九方机电有限公司

2000

2000

100 白龙社区

30000

8 月 3 日，市政协副主席、区
委书记林雅莲在半年度工作会议
暨全区机关作风建设动员部署会
上强调，要对照市委“五问五
破、五比五先”的新要求，以作
风建设的新成效推动全区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
事业成败，关键在人，关键
在干，关键在作风。干部队伍的
作风，对外关系到吸引力，对内

关系到凝聚力，对上关系到执行
力，对下关系到号召力，是影响
一个地区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实践充分证明，有什么样的
干事作风，就有什么样的干事效
果。一个地方发展的快慢跟干部
作风息息相关，一些单位和部门
之所以工作没有起色、落实不见
成效，根本原因就在于干部作风
不严、工作不实、精神不振。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当
前，镇海发展正处于爬坡过坎 、
不进则退的关键期，面对的挑战
前所未有、面临的机遇也前所未
有。越是这个时候，越是需要以
更加高昂的斗志、更加饱满的干
劲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越得依
靠作风支撑、作风引领、作风保
障。
“两个先行”重在作风先行。

这次作风建设动员会全面吹响了
全区上下决战三季度、冲刺全年
红、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的
奋进号角。广大党员干部唯有拿
出先行的状态、先行的能力、先
行的作风、先行的精气神，才能
在奋力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科
创强区、品质之城的征程中，跑
出先行的速度、干出先行的业
绩、彰显先行的作为。

“阳光玫瑰
阳光玫瑰”
”
丰收
昨日，记者走进九龙湖镇
滴翠园农场的设施大棚，只见
串串葡萄挂满枝头，果农们正
忙着采摘精品葡萄品种“阳光
玫瑰”。葡萄种植户韩善琪告
诉记者，经过两年试种、五年
观察，如今，“阳光玫瑰”已
步入技术成熟和稳定产出期，
无论是品相还是口感都可以做
到最优。目前，农场“阳光玫
瑰”葡萄种植面积 25 亩，亩
产量可达 2000 公斤，预计能
采摘至 11 月。
（记者汤越
通讯员岑思懿 摄）

2022 年度镇海区“慈善一日捐”活动自 4 月 22 日开展以来，得到了各级各部门和社会民众的大力支持，至 8 月 1 日止，全区慈善机构累计收到捐款 23028846.46 元。在此，区慈善总会向社会各界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由衷的
敬意！因 2022 年度“慈善一日捐”活动已告段落，欢迎仍有捐款意向的单位和个人继续参与慈善机构的日常捐款活动，我会遵照慈善宗旨和工作程序，切实管理使用好社会捐赠资金，并接受社会监督。
户名：宁波市镇海区慈善总会捐赠专户
联系电话：86250630
账号：52010122000038325
开户银行：宁波银行镇海支行
镇海区慈善总会
2022 年 8 月 5 日

“讲文明 树新风
树新风”
”公益广告

本报讯 （记者林晓艳 叶啸天） 昨日上
午，区委副书记、区长林斌率队调研中国
科学院大学宁波材料工程学院，并主持召
开区内科创平台工作座谈会。他强调，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
的重要论述精神，坚定不移推进科技创
新，以高水平科技创新引领镇海高质量发
展。副区长金燕、高翔参加。
当天，林斌一行先后参观了国科大宁波
材料工程学院的教学科研楼、教学综合
楼、宿舍楼、食堂及运动馆四大主题空
间，每到一处，林斌都详细询问了解相关
情况。目前，国科大宁波材料学院建设项
目已通过竣工验收，于今年秋季启用，届
时将迎来不少国科大研究生学习深造。
在随后举行的座谈会上，国科大宁波材
料工程学院通报学院筹备及建设情况，区
内各科创平台交流近期可落地转化项目情
况，并就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相关
部门交流沟通，相关职能部门就平台难点
问题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
林斌指出，今年以来，镇海在科技创新
工作方面持续发力、亮点纷呈，科技创新
发展正迎来重要机遇期。他强调，要以更
大的格局、更宽的视野、更高的站位实施
科技创新驱动战略，促进产学研深度融
合，加快打造长三角重要科创策源地。要
统筹建立高效工作机制，合力打通产学研
用全链条，强化科技金融服务，畅通科创
基金、产业基金渠道，加速科技成果孵化
落地。要加强合作、深化服务，对科创平
台提出的具体问题分类处理，不断提升服
务科创平台的精准度和实效性。希望大家
齐心协力全方位推进科创平台提质增量，
培育创新策源优势，奋力书写“科创镇
海”建设新篇章。

林斌在调研国科大宁波材料工程学院时强调

20000

20000

中共镇海区委机关报

有效深化理论学习效果。
区纪委区监委宣教室副主任邓
芳芳说：
“我们成立‘清风’青年学习
小组，
在前期开展
‘青春有我，
清廉笃
行’主题征文基础上，组织大家作学
习分享交流，达到相互启发、相互提
高的目的，促进了青年比学赶超、脱
颖而出。
”
青年学习小组成员表示，
理
论学习重要且必要，
要注重在学用结
合、
学用相长中将新思想新理念内化
于心、落实于行，做到理论学习持之

加强合作 深化服务
以高水平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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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海发 （宁波） 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46 宁波成龙机械有限公司

其中：袁学宏 800

捐款总额（元）其中单位捐款数（元）

捐款者 （其中 500 元以上个人）
其中：李耀忠 1000

本报讯（记者贝顼 梅佳燕）8
月 3 日，
镇海
“清风”
青年学习小组围
绕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报告提出的
“全
域深化清廉浙江建设”，展开热烈地
讨论和交流。
在省党代会精神学习中，区纪
委区监委机关成立“清风”青年学习
小组，通过开展理论“小辅导”、观点
“小辨析”
、
课后
“小交流”
、
知识
“小竞
赛”
、
体会
“小征文”
、
故事
“小宣讲”
等
灵活多样、易于接受的“六小”活动，

第三批中小企业志愿者服务站认定名单公布

宁波启迪榜上有名
本 报 讯 （记 者 张 超 梁 潘 志
杰 通讯员王佳楠） 工信部中小企
业发展促进中心日前公布第三批中
小企业志愿者服务站认定名单。值
得关注的是，宁波启迪科技园发展
有限公司上榜。
多年来，宁波启迪科技园发展
有限公司通过加速产业集聚发展、
搭建产业合作平台、构建多层次人
才体系、优化产业要素配置等方
式，在启迪科技园 （宁波） 打造创
业创新高地。
依托启迪控股 20 多年的科技
服务经验，宁波启迪致力于搭建起
政、产、学、研、金、介、贸、媒
全要素资源整合平台，根据企业在
初创、成长、成熟等不同阶段的需
求，协同 20 余家专业服务机构推

出 “ 便 捷 入 驻 服 务 包 ”“ 漫 游 空
间”“创业伙伴计划”等 50 余项服
务。
宁波启迪还采用“固定＋专
题”常态化的服务活动，打造“企
业服务日”“启迪学堂”“CEO 俱
乐部”等活动品牌，聚集人气，营
造创业创新氛围。
“我们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按照相关要求为中小企业提供优质
高效的志愿服务，积极参加各地组
织的志愿服务‘暖阳行动’活动。
今后，我们不断总结志愿服务成果
与经验，努力提升志愿服务能力与
水平，探索创新服务模式，为促进
镇海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
力量。”宁波启迪科技园发展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涨鑑碶地块动迁安置房开工
配套幼儿园同步建设

创业就业
“一站式”服务

蛟川打造退役军人服务
“蛟通站”
匠心蛟川

党 建 引 领·匠 心 筑 梦
记者梅佳燕 通讯员李洁
7 月 30 日，
5 家企业入驻蛟川街
道组织的
“百企联盟”
服务退役军人
平台，标志着蛟川街道在服务和保
障退役军人工作上又上了一个新台
阶。自“百企联盟”成立以来，街道
已经和 50 家规上企业构建退役军
人就业选岗“绿色通道”，优先服务
退役军人 500 多人（次），企业与老
兵定点结对帮扶、
指导156人（次）。
镇海区文明办 镇海区新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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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岗
“直通车”
让退役军人
“天地宽”
退役军人既是宝贵的社会财
富，又是优秀的人才，蛟川街道针

对退役军人的特点，会优先把他们
推向较好的工作岗位。
作为“百企联盟”最早的发起
者之一，镇海石化建安工程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石化建安） 是蛟川辖
区企业第一梯队成员，企业实力雄
厚，效益良好，拥有全国“模范职
工之家”、宁波首批“双爱”示范
企业等各类荣誉。
石化建安在招聘、选岗、培训
上对于退役军人有“偏爱”，用企
业负责人的话说：“退役军人不仅
服从性好，工作主动性强，而且普
遍吃苦耐劳，执行力好，有成为优
秀员工的基础条件。
”
该企业的骨干员工罗肖勇就是
典型代表。罗肖勇退役后，在街道
的推荐下进入石化建安。企业对于
罗肖勇也是单独“开小灶”，不仅
指派老师傅“一对一”帮助，而且
在交叉锻炼、选岗任职上给予最大

限度关注。罗肖勇在一线学习过技
术，在事务部门学习过管理，成为
企业中的“多面手”。经过多年的
努力，他已经正式成为骨干成员，
前景一片光明。对于各方给予的回
馈，罗肖勇没有忘记初心，他依然
保持着军人严谨、刻苦的本色，在
2021 年蛟川疫情来临期间，他毅
然报名参加临江小区“抗疫先锋
队”，在疫情“暴风眼”坚守到最
后一刻。

“导师团”
让退役军人
创业
“路更顺”
“创业有风险，投身需谨慎”。
国家政策积极鼓励退役军人投身创
业创新，但“隔行如隔山”，创业
不仅需要热情和信心，还需要专业
知识和市场资源。为了让退役军人
少走弯路、避免“雷区”，蛟川街
道在成功企业中选取 30 位企业负

责人，组成创业“导师团”，定期
与退役军人中有创业意向的人进行
“面谈会”
，传经授宝。
“导师团”成员基本都是资深
创业人，在商场摸爬滚打、披荆斩
棘。每次上课的时候，他们都结合
自身的经历，分析企业所处的市场
环境、面临的问题等，把当时自己
的做法和事后总结的经验教训毫无
保留的教授给“学员”。对于想要
创业的退役军人来说，这些商场
“老前辈”的亲身经历是千金不换
的金玉良言。
街道不仅请到“名师”，还在
政策上想办法、动脑筋。在街道党
工委牵头下，成立“老兵帮扶”平
台，与辖区镇海农商银行、邮政储
蓄银行等金融机构结成信贷“绿色
通道”，同等品质下“百企联盟”
优先采购军创企业产品等，历年来
累计服务50余人 （次）。

图为施工现场。

本 报 讯 （记 者 徐 婕 魏 益 清
通讯员朱宁） 夏日的甬江北岸，伴
随着打桩机的轰鸣，由明洲集团代
建的镇海区危旧房改造二期涨鑑碶
地块日前正式开工。
涨鑑碶地块项目为 2022 年宁
波市棚户区改造 （保障性安居工
程） 新增项目，位于招宝山街道，
东起中河路，西至隧道北路，南临
甬江，北靠庙前路东侧小区，总用
地面积约 2.9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约 8 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 9
幢高层住宅和一所配套幼儿园。
据悉，该项目在设计上以“绿
色低碳、乐养健康”为理念，配备
居家养老用房、商业用房及物业管

理用房。景观设计上，充分挖掘甬
江水系景观资源，形成地块与滨江
区域之间的视线廊道。沿江第一界
面住宅西低东高，形成连续富有韵
律的城市天际线，创造空间丰富、
有序的城市界面，提升居民的生活
幸福感。
“该地块预计于 2025 年竣工。
建成后，不仅能满足动迁群众的住
房需求，对进一步优化区域环境，
提升城市功能，促进镇海城市建设
也将起到推动作用。”明洲集团项
目负责人说道，打造安居工程，办
好民生实事，是改善居住环境、提
升城乡面貌的重要抓手，也是推进
共同富裕的实践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