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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我今年刚刚毕
业，现在一家企业工作，非常
感恩张忠立先生的无私帮
助！”日前，在慈溪市爱心壹
加壹志愿者协会“忠园助学”
大学生助学金发放仪式上，杭
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毕业生陈
同学激动地说。在这个仪式
上，有 37位贫困大学生收到
了每人 4000元的本学年助学
金。另有 50位贫困中小学生
也会得到每人 2000元的本学

年助学金。
小陈是一位不幸的孩子，

读小学时与爷爷相依为命，生
活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民建
会员、宁波纯生电子有限公
司董事长张忠立主动与小陈
结成助学对子，给予他每学
年 2000元的资助，帮助他读
完小学、中学。后来小陈考
上了大学。正当他为学费而
烦恼时，张忠立又为他送上
了“及时雨”。今年读大一的
新生张同学在高中时，就一
直得到张忠立的无私帮助，

这次又拿到了他资助读大学
的 4000 元钱，她说：“这笔
钱对我来说，真是雪中送
炭！”

从 21年前帮助第一个孩
子开始，张忠立对公益助学就
无法止步，助学活动逐渐规范
化、制度化。截至目前，累计
已有千名以上的学子得到他的
资助，顺利完成了小学、中学
直到大学的学业，最后找到了
理想的工作。“作为咱们协会
的会员，出资支持有困难的学
生，张总已经坚持 21年了！”

慈溪市爱心壹加壹志愿者协
会负责人告诉记者，“忠园助
学项目已经成为协会的一个
品牌活动，许多志愿者都被
张忠立的行为所感动，纷纷
加入为学生奉献爱心的行列
中来。”

据了解，慈溪市爱心壹加
壹志愿者协会“忠园助学”项
目，主要对象为慈溪市户口、
生活较为贫困、品学兼优的大
中小学生，以发放助学金与开
展相对应的志愿服务结合的模
式，对他们进行帮扶救助，助

学标准为：大学生每生每学年
4000元，中小学生每生每学年
2000元 （分两次发放，每学期
1000元）。志愿者不光只是在物
质上给予帮助，在精神上也会给
予鼓励和关爱，并对帮扶的学生
进行动态跟踪助学，帮助贫困学
生提高学业水平直至其完成学
业。

“21年来，我资助学生的
钱也算不清了，但一直觉得非常
值得。”张忠立微笑着对记者
说，“帮助别人也是一种幸福，
心里头特别高兴！”

致富不忘回报社会

民企老总21年助千名学子圆梦

本报讯 22 年前，来自
湖南邵阳的苗族小伙向玲来到
附海镇东海村，当时的他只想
着找一份能够安身立命的工
作。22年后的今天，向玲成
了村民口中的“公益楷模”，
附海以“向玲”这个名字为志
愿服务站命名，汇聚了295名
来自 12个省市的新市民志愿
者。

东 海 村 户 籍 人 口 4400

人，新村民1万多人，由于地
域、文化等差异，东海村曾经
四处弥漫着矛盾的“硝烟”。
而如今很多住在东海村的新村
民都觉得自己“很有面子”，
这种“面子”源于为村庄建设
建言献策的参与感，源于对村
里事务有发言权的平等感，源
于对第二故乡的归属感和认同
感。

在向玲的感召下，越来越
多的新市民代表不断涌现，金
牌调解员马红、志愿服务骨干
小江、入户义诊的儿保科医生

钟梅君……不少新市民和少数
民族群众代表成了村民眼中的

“新乡贤”，出现在圆桌夜谈、
民情恳谈会等场合中，成为乡
村基层治理的新主体。

今年 73岁的蔡尧康是附
海中学原校长，但他退而不休
发挥余热，搜集整理村史村
情，组织编写村规村训，筹备
建设文化礼堂……蔡尧康总是
尽心尽力参与美丽乡村建设。
在推进乡村善治、助力乡村振
兴的道路上，少不了像蔡尧康
一样的“热心肠”。去年，附
海镇创建以老干部、老党员、
老娘舅和新时代乡贤为主体的

“三老一贤”善治体系工作平
台，139名人才库成员中就有
17名出自东海村。

前不久，东海村三楼会议

室又举行了一场特殊的会议，
村党总支副书记朱威迪召集村
里的“三老一贤”就某小区绿
化的地界问题出谋划策。老
娘舅蒋学长说：“老百姓、村
干部信任我们，为老百姓排
忧解难、为村庄发展建言献
策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几
年前，因为村民思想不统
一，高家里片区美丽乡村建
设进展缓慢。“三老一贤”就
挨家挨户去做协调工作，逐
一化解停车场位置调整等矛
盾，高家里片区实现从“脏、
乱、差”到“善美风景线”的
华丽转身。

随着“三老一贤”队伍的
不断壮大，借助“民情驿站”

“圆桌夜谈”等平台，东海村
成功建起民情收集沟通的渠

道，推行乡村善治以来，共化解
各类矛盾纠纷130起。东海村村
容村貌日新月异，成为远近闻名
的美丽乡村宜居村。

村（社区）小档案：
东海村东起郑家浦，南靠南

圆村，西邻四界村，北临花塘
江，位于全镇中心位置，全村区
域面积5平方公里，共有1706户
人家。2018 年，全村实现社会
总产值6.84亿元；村级集体可用
资金912.76万元；村民人均收入
30172元。近年来该村先后获得
了全国综合防灾减灾示范村、浙
江省卫生村、浙江省首批善治示
范村、中国淘宝村、宁波市文明
村、宁波市民主法制示范村、宁
波市首批三治融合示范村等荣誉
称号。

东海村——

善治，为乡村振兴凝聚合力

本报讯 “你们把相关三
维图尽快发过来，我会以最快
的速度通过模拟运算找出齿轮
噪声过大的原因，必要时也可
以帮你们设计一套新的齿轮结
构。”日前，杭州电子科技大
学睢博士说的这番话给健适宝
电器公司老总吃下了定心丸。

今年以来，根据市“四服
四促”精准服务企业、“政企
同心、你我同行”干部服务企
业专项活动统一部署，横河镇
集中开展企业大走访、问题大
调研、困难大解决活动，通过
进一步完善走访机制和服务体
系，不断拓展服务渠道，唱响
干部服务企业“进行曲”。今

年上半年，该镇各线党员干部
已累计走访企业500家次，解
决困难问题60余个。

健全工作机制，高效处置
问题。坚持“边走访边落实、
边调研边解决”，横河镇进一
步健全了问题处置机制，在全
面掌握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下，
把破解企业困难问题作为服务
的重点工作。今年4月份，该
镇经发办在走访过程中了解到
健适宝电器在产品开发中遇到
噪声过大、水流不稳定等技术
难题，于是将相关情况递交市
科技部门，并得到了杭电的关
注，促成实地帮扶对接。今年
5月，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睢
博士一行3人来到该公司，提
出了技术创新思路和突破提升
方向，为企业解了燃眉之急。

“从解决企业‘急难愁’
的个性问题和面上企业普遍存
在的共性问题入手，我们切实
将走访调研成果转化为帮助企
业排忧解难的实际行动。”镇经
发办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对企
业提出的一般问题由联企领导
牵头抓好落实；房产证补办、
规划调整等疑难问题统一汇总
到企服办，由镇党委研究确定
办理，对涉及国土、规划、环
保等部门问题由企服办统一汇
总分类到部门交办；对于镇级
层面难以解决的问题由企服办
提交市企服办流转办理。

定期走访宣传，优化服务
体系，唱响服务企业“圆舞
曲”。按照“定点、定人、定
时”的总体要求，该镇以上市
和拟上市挂牌企业、百强和纳

税百强企业、规模以上企业、
创新型初创企业四个层次企业
为主要服务对象，46名干部对
106家企业建立了“一对一”
上门联系服务的工作机制，开
展精准服务，做到了“企企见
干部”；同时，落实公示公告
机制，制作了服务企业联系卡
和公示牌，做到“服务联系牌
上墙、身份标识卡到人”。

为多层次全方位送政策，
该镇相关部门排摸征集企业感
兴趣、需要相关部门集中宣讲
的政策需求，进一步提升政策
宣讲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同
时，将服务与提信心相结合，
通过优质高效服务，使企业切
实感受到党委政府的关心支
持，增强创业信心，激发创新
动力；将服务与促进转型相结

合，高度关注企业创新能力的提
高，送发展思路、送市场信息、
送适用技术、送管理经验，促进
企业转型提升发展。

搭建服务平台，拓展服务功
能，唱响服务企业“协奏曲”。
为进一步加强线上服务平台建
设，该镇建立了规上企业负责人
微信群和规上企业财务 QQ群，
同时依托 8718平台服务人员建
立了横河镇帮企大厅微信群，现
已网罗了镇内近400家中小企业
联系人进群。“线上+线下”深
度融合，大大提高了服务企业的
精准度和效率。

健全机制强服务 解决企业“急难愁”

横河唱响干部服务企业“进行曲”

■全媒体记者 屠梦欣
通讯员 黄天远

■全媒体记者 陈鹏
通讯员 张朝峰 陈琦琦

■全媒体记者 俞建明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相关
会议获悉，中航·奥特莱斯将
入驻慈溪城西保利MALL，目
前正在开展相关品牌招商，预
计慈溪店将于国庆期间开业。

据介绍，中航·奥特莱斯
慈溪店规划建筑面积 28892
平方米，内部布局一楼至五楼

共分为 D1-D5五大区块，计划
入驻国际奢侈品牌、国际一线大
牌、运动潮流品牌、欧日韩新锐
快消品牌200余个。业内人士表
示，该项目将发挥“大品牌+低
折扣+新产品”三大优势，运用
集旅游、休闲、生活、购物于一
体的“城市微度假”消费创新模
式，有望引领城西乃至周边消费
者生活方式变革。

中航·奥特莱斯
入驻城西保利MALL

预计国庆期间开业

■全媒体记者 俞建明

本报讯 “这个鸡柳是冷
的，给我炸下吧。”“这里不能
设摊油炸了，会产生油烟污染
空气的。”日前，在横河镇农
贸市场内，面对顾客的要求，
记者听到一家熟食店的店员委
婉拒绝。随着全市各地餐饮业
油烟污染专项整治行动不断推
进，一些露天油炸摊、烧烤摊
正逐渐销声匿迹。

为着力打好大气污染防治
攻坚战，持续改善我市空气环
境质量和人居环境，防治餐饮
业油烟污染，眼下，由市大气
办组织的餐饮业油烟污染专项
整治行动正在全市各地蓬勃开
展。

餐饮店油烟污染空气，露
天烧烤摊扰民。7月下旬起，
全市各地大力推进油烟污染专
项整治，各镇（街道）联合城
管和各社区、村网格员，对辖
区内餐饮经营场所及露天烧烤
进行了全面摸底和宣传发动。
浒山街道采取错时值勤、日常
巡查、定点值守等措施，取缔
露天烧烤，规范入店经营，对

拒不改正污染、扰民严重的经营
业主从严查处。截至 8月上旬，
该街道已开展 5 次夜间集中整
治，依法取缔露天烧烤摊 51
起。同时，检查餐饮店油烟净化
设施200余家，对30家未安装油
烟净化设施的餐饮店发放了责令
限期改正违法通知书，督查店家
安装到位。

逍林、坎墩、宗汉等镇街也
纷纷行动。8月 5日晚，在逍林
镇林西路一带，市综合行政执法
大队逍林中队执法人员突击行
动，对该路段的餐馆、夜宵摊进
行了一次全面检查，对3家存在
问题的餐饮店发出限期整改通
知。而坎墩街道通过前阶段的整
治，至今已取缔流动烧烤点 5
家，处罚占道经营 10家。接下
来，该街道还将对未安装油烟净
化器的店家进行查处和整改。

据市大气办负责人介绍，此
次行动对全市范围内的餐饮业单
位（含机关、企事业单位内部食
堂）、露天餐饮（含烧烤）摊点
油烟污染等问题进行全面清理整
治。通过整治行动，力争到 10
月 31 日确保露天餐饮 （含烧
烤）摊点全面取缔，餐饮业单位
油烟达标排放。

餐饮业专项整治
油烟污染

■全媒体记者 陈利群
通讯员 虞旭

本报讯 “这是什么垃
圾？”“厨余垃圾。”近段时
间，每天上午 6点半到 9点、
下午 5 点半到 8 点这两个时
段，匡堰镇宋家漕村临江西苑
小区的居民与垃圾分类督导员
之间反复发生这样的问答。8
月7日起，该小区启动了我市
首个生活垃圾“定时定点”分
类投放试点工作，越来越多的
居民参加这样的“每日答
题”，开启了“家中分好类、
定时定点投”的生活垃圾分类
新时尚。

走进临江西苑小区入口小
公园里的“生活垃圾定时定点
投放点”，只见这里不仅按宁
波垃圾分类标准设置了单个容
量为 240L 的四色分类垃圾
桶，还在投放点旁设立了一个
微型可回收物展示柜，并规定
垃圾投放时间为上午6点半到
9点、下午5点半到8点。

“垃圾投放不仅定时定
点，还要求居民‘破袋’投

放，真正做到准确分类、精准投
放。碰到不会分的垃圾，居民可
以看一看实物展示柜，现学现
用。”据镇环卫站副站长茹维冲
介绍，分类投放点设在哪、垃圾
桶容量要多大、垃圾投放时间怎
么定，经过前期走访、调研，充
分考虑了小区内住户的生活习
惯、投放需求、日产垃圾量等实
际情况，得到了小区居民的赞同
与支持，垃圾分类知晓率也达到
了100%。

据悉，该小区每户人家都配
置了厨余垃圾、其它垃圾两个分
类垃圾桶，在家里对生活垃圾进
行分类后，再统一在每天早、晚
两个规定时间段投放垃圾。“投
放时，党员志愿者和网格员作为
垃圾分类督导员，现场对居民垃
圾分类情况进行检查、监督、教
育和指导，提升分类准确率，逾
时则关闭该投放点。”茹维冲
说，在分类垃圾终端回收方面，
其他垃圾由镇环卫站统一收取、
集中处置，有害垃圾每月定时收
取，可回收物固定点收取，厨余
垃圾由第三方处置，已形成良性
模式。

匡堰率先试点生活垃圾
定时定点分类投放

昨天，市税务局观海卫税
务所迎来了十几名市第二实验
小学萤火虫中队的小小“税宣
员”，工作人员带领他们参观
办税服务大厅，体验叫号机、
发票代开机、发票发售机、电
子税务局自助办税等。孩子们
还当了一回“义务导税员”。
■摄影 全媒体记者 蒋亚军

通讯员 周益

小“税宣员”
学税法

■全媒体记者 陈益维
通讯员 董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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