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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刚过 8点，桥头镇便
民服务中心大厅的综合服务窗
口已有群众前来办理事项。

“以前要去市里，现在这里就
能办，省事多了。”村民老胡

顺利拿到退休证后由衷地向工
作人员表达谢意。以往，群众
要跑市镇两个部门，从桥头到
城区没有直达的公交，群众来
回需要转乘4趟车，办成退休
一件事要花费大半天的时间。
如今，符合条件的基层群众可
在镇级便民服务中心直接办

理，这份便利离不开桥头镇便
民服务中心副主任茹纳迪的忙
前忙后。

桥头镇便民服务中心大厅
是茹纳迪的“主战场”，受理
群众和企业的各项业务，优化
业务办理流程，提高为民服务
质量……近年来，她亲身见证
并参与了桥头“最多跑一次”
改革，跑出了效率，跑进了群
众心坎里。

“说一千道一万，不及为
群众实实在在干一件事。”自
2016年省里提出“最多跑一
次”改革以来，茹纳迪一头扎
进了改革的潮流当中。凭借
15年的基层工作经验，她在
2017 年宁波试点“一窗受
理、集成改革”成功的基础
上，积极探索实施镇级“无差
别全科受理”改革试点工作，
提出了“出生一件事”等办事
设想，找准群众办事的难点和
堵点，推动了涉及群众利益的
诸多事项实现“跑一次”和

“就近办”，为全市打造“最多
跑一次”改革提供了乡村样

本，得到省委副书记、宁波市
委书记郑栅洁和市主要领导的
肯定批示。

在便民服务中心，茹纳迪
可算是个“红人”，有问题找

“纳迪姐”似乎成了大家的共
识。15年基层工作，茹纳迪
始终把切实解决群众困难放在
第一位。五姓村移民胡大伯叶
阿姨办理土保，由于年迈行动
不便，子女又不在身边，前前
后后都是茹纳迪帮忙代办。在
最后需要本人签字的环节，茹
纳迪亲自开车接送胡大伯，全
程陪同其前往市里办理相关手
续。如今，两家人如亲人般来
往走动，胡大伯说：“感觉自
己多了个女儿，我遇到问题就
找纳迪求助，她都会全力相
帮。”

“加班于她而言是家常便
饭，就连做梦都是帮群众解决

‘最多跑一次’的困难。”在领
导、同事眼中，茹纳迪不仅待
人真诚，做事更是“拼命”。
在“最多跑一次”改革试点期
间，茹纳迪因身体不适需动手

术。当天，她在手术书上签完字
后得知有相关部门需要前来对接

“最多跑一次”改革工作，尽管
预约了 12点做手术，茹纳迪却
以“时间还早”为由，偷偷从医
院“溜”回了工作岗位。滴水未
沾的她，却始终以饱满的精神状
态坚持在工作岗位。

改 革 的 脚 步 不 会 停 歇 ，
“‘最多跑一次’的工作没有经
验可以借鉴，所以我需要更加用
心。”尽管拥有丰富的实战经
验，茹纳迪依旧没有停止学习，
她利用午休、下班时间钻研新政
策，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库，

“把政策烂熟于心，才能利用政
策更好地服务群众，想出更加便
民的方法。”今年，她开始调
研、探索“大厅经理服务制”和

“组团服务制”等新课题，助力
“最多跑一次”改革向公共服务
领域延伸。

“跑”进群众的心坎里
——记桥头镇便民服务中心副主任茹纳迪

本报讯 镇级现代农业公
共服务中心是镇农合联的实体
化运作平台，是政府服务农
民、探索农业现代化的有力举
措。我市自 2014年启动现代
农业公共服务中心建设以来，
按照“全要素供给、全产业链
服务”的目标要求，创新运作
机制，扩展服务内涵。2015
年起，全市先后成立长河、周
巷、新浦、胜山等 15家镇级
农事服务中心，到 2017年底
在宁波市内率先实现农事服务

中心镇域全覆盖。目前，我市
拥有宁波市示范性农事服务中
心6家、省级现代农业公共服
务中心5家。

市农合联通过经营主体、
工作重心、工作场所“三大转
变”，推动服务主体社会化、
运作机制市场化“两大创
新”，实现生产、供销、信用

“三大服务”提质增效。创新
运作机制，镇级农事服务中心
以“联合更紧、合作更实、融
合更深”为方向，走“管理规
范化、生产标准化、经营公开
化、产品安全化”的道路。转
变经营主体上，改变原有服务
中心过分依赖镇农办的固有路
径，现在主要依托专业合作
社、联合社、家庭农场，并引

导多方力量参与农事服务中心
的组建和运营，实现“管理去
行政化、运营去行政化”。工
作重心从原来农技推广、农产
品质量检测、动植物疫病防控
等转移到现在以解决农户产购
销过程中的实际问题为导向，
为农民解忧，向市场借力。工
作场所从农技站点走向田间地
头、从办公室转向农业生产一
线，主动向农户提供产、供、
销全流程服务，使服务更接地
气、更聚人气。

创新运作机制赋能服务功
能创新。镇级农事服务中心整
合镇域内的各类资源，实现服
务范围从生产环节向生产、供
销、信用全产业链覆盖的转
变，打造区域内公益性农业服

务“大超市”和低成本资金补
给“输血泵”。

成为农民技术靠山、销售
翅膀、资金支撑。坎墩农事服
务中心引进推广葡萄三膜覆盖
技术，目前辖区内该技术的覆
盖率已超过70%，该技术能保
持棚温稳定、防止灰霉病、提
前成熟期，帮助农民实现错时
销售、增加收入，葡萄平均亩
产值已超过 2.5万元。农旅融
合、线上线下一体。掌起农事
服务中心建设三塘横江两侧的
万亩水蜜桃精品园，举办桃花
节、桃子节等系列活动，吸引
游客观光采风，2018年仅古
窑浦一村，水蜜桃产量就达
4560 余吨，产值超 2200 万
元。胜山农事服务中心挖掘当

地水文地理优势，培植“红菱之
乡”生产基地，并以四灶浦沿江
风景线为轴，打造集“红菱采
摘+乡村旅游+产品销售”于一
体的休闲路线，红菱种植面积达
1300余亩，年产值近 800万元。
匡堰农事服务中心引导梅农通过
电商、微商扩展销售渠道，网销
杨梅超 2200万元。在信用服务
上，发展合作金融，创新农资贷
产品，拓展保险互助，全市已组
建资金互助会 11家，注册和募
集资金550万元，吸纳6400万元
信贷资金池，已发放贷款 6100
余万元。稳步推进杨梅气象指数
保险，三年来，全市参保梅农从
33 户增至 694 户，参保面积从
3866亩增至17462亩，累计赔付
538.6万元。

服务主体社会化 运作机制市场化

我市构建镇域公益性农服“大超市”
来自市农合联的报道
■全媒体记者 鲁奕呈
通讯员 蔡函驰

■全媒体记者 陈思言
通讯员 徐丹妮

图为茹纳迪（右）在桥头镇便民中心大厅指导申请人。
■摄影 全媒体记者 孙丰立

本报讯 超强台风“利
奇马”引发了我市各类险情
及财产损失。记者从市金融
办获悉，截至昨日 17 时，
我市各财险公司共接到因台
风“利奇马”造成损失的各
类报案 1865件，报损 1905
万元。目前，报案查勘定损
率已达90%以上。

农业保险为花木遮风挡
雨。8 月 10 日，“利奇马”

风力等级触发理赔值，太保产
险慈溪中心支公司“e农险”
气象指数保险智能自动定损理
赔服务快速启动，投保的 177
户水产养殖户全部出险，公司
合计赔款金额 181.2 万元。8
月 11日，慈溪人保财险公司
将（预）赔付款分别送到了桥
头涌森蔬菜农场、观海卫七姐
妹山葡萄专业合作社及周巷黄
花梨种植大户戎炜淼、逍林露
地蔬菜农户楼黎明的手中，迅
速完成了第一批种植保险理赔
的理赔案。台风期间，该公司

共接到农险报案586件，报损
金额1771万元。

企业财产保险给企业吃上
“定心丸”。8月10日，慈溪市
坎墩温柔无纺制品厂因台风导
致两间厂房被风刮倒，慈溪人
保财险立即赶往现场查勘，当
天便将1万余元赔款支付给客
户。根据人保、太保、平安等
保险公司统计，截至11日，共
接到856家企业报损，主要涉
及中小企业、仓储企业屋顶被
风吹翻、漏水和存货被水淹等
情况，报损金额1397万元。

巨灾保险解决市民后顾之
忧。据统计，全市共接到 303
户巨灾保险报案，合计报损金
额 16.6万元，涉及 10个街道
的23个村（社区）。截至昨日
15点，慈溪人保已全部完成
查勘，将在今日完成公示，并
对进水 20厘米以上的家庭赔
付500-2000元的赔款。

庵东镇富北村一间房屋因
台风暴雨窗框被吹走，慈溪人
保财险现场向农户赔款 300
元。8月10日，家住东方明珠
小区的吴先生因自己的车辆受

淹而报案，慈溪平安产险在
15 分钟内到达进行现场勘
查。据统计，人保、太保、平
安等保险公司共接到涉水车辆
报案 40件，车险理赔结案金
额51万元。

记者了解到，目前部分区
域的受损情况和救援还在统计
和进行中。下一步，我市保险
机构将充分发挥行业优势，全
力做好灾后损失补偿和恢复重
建工作，助力居民和企业将受
灾损失降到最低，以最快速度
恢复正常生活和生产。

台风“利奇马”财险报损超1900万
■全媒体记者 景锦
通讯员 陈梦笑

本报讯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
会引起虾塘水环境的变化，南美白
对虾会产生应激反应并引发病
害。”8月 12日，宁波海洋与渔业
研究院专家和市水产技术推广中心
专家一起查看了我市的一些鱼虾
塘，指导养殖户进行灾后处置，为
受惊受凉的南美白对虾“减压”。

观海卫镇海黄山一带有不少鱼
虾塘，池面倒映出晴空中的白云，
只有农房顶部遮雨布还留有被狂风
撕破的痕迹。养殖户沈新国急匆匆
地载着“增氧解毒底改”“碧水
康”等净化水质的农资往虾塘赶。
他告诉记者，虾如果得病都是成片
成片的，所以得赶紧洒下去。市淹
浦渔业专业合作社有近400亩的虾
塘，承包户有 16户，社长胡永福
说，这次台风直接损失不大，但灾
后存在病害爆发的风险，这种间接
损失难以预计。

宁波海洋与渔业研究院专家卓
华龙解释说，不管是露天还是大棚
养殖，雨水大量注入虾塘，降低了
水温，同时把底泥搅到水面上来，

这样的水环境非常不利于南美白对虾
的生长，造成虾免疫力低下，产生应
激反应，极易爆发病害。为此，养殖
户首先要投洒水质改良剂，净化水
质，如果PH值过低则施用生石灰来
处理，饲料也要控制好量，投太多反
而增加虾的负担。

据了解，这次台风对水产养殖户
来说直接损失不大，主要是管理用
房、大棚设施、电线杆等有损毁，但
因为水产养殖的特殊性，应激反应所
引发的病害将造成比较大的间接损
失。从受灾到病害发生明显的过程大
概为7天到半个月的样子。为帮助养
殖户正确应对灾后问题，市农业农村
局邀请宁波海洋与渔业研究院专家共
同组成的救灾专家组深入渔业合作社
和养殖户的鱼虾塘，查看受灾情况，
进行针对性的技术指导，同时做好南
美白对虾气象指数保险的理赔工作。
据统计，台风中 2.1万亩南美白对虾
全部受灾，目前，南美白对虾保险承
保户数为 177 户，承保面积为 8364
亩，保险金额为 3345.6万元。其中，
水云浦、海黄山、农垦场站点已触发
风灾责任，累计受灾户数为 177户，
受损面积为 8364 亩，报损金额为
181.2万元。

改善虾塘水质 控制饲料量

水产专家组
指导养殖户帮虾“减压”

■全媒体记者 陆燕青
通讯员 涂蔷

为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台风过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派出多支应急小
分队来到各地指导开展灾后防病工作。图为应急队员在匡堰岗墩村指导饮用水
消毒并进行现场检测。 ■摄影 通讯员 许坚

疾控卫士在行动

本报讯 日前，复旦大学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的慈溪籍
医生周行涛荣膺“中国好医
生”，他是全国第一例全飞秒
激光、第一例高度近视眼内镜
手术者，其视光团队也在近视
手术方面取得世界领先地位。

由中央文明办、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联合主办的“中国
好医生、中国好护士”网络推
荐评议活动，旨在发掘宣传卫
生健康系统优秀医护工作者的
先进典型事迹，大力弘扬“敬
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
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

日前，经过群众推荐、集中展
示、点赞评议等环节，共有 11
位优秀医务人员入选7月月度人
物，周行涛榜上有名。

周行涛现任该院副院长、主
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是视光学
科学术带头人、2017年度上海
市“领军人才”。周行涛个人手
术量超2万台，个人及团队手术
量稳居世界第一。个人最快记录
一小时完成 23眼，当之无愧成
为世界上“飞”得最快的医生。
作为主要完成人之一，他获得一
次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一次国
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次上海市
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为我国更
规范、更安全地开展近视激光手
术作出了贡献。

慈溪籍医生周行涛
荣膺“中国好医生”

■全媒体记者 俞建明
通讯员 自强

本报讯 “注意先出左
脚。”“甩扇子的力度再大一
些。”乡村的夜总是来得早一
些，但对观海卫镇三塘头村的
舞蹈队员来说，却正是开始忙
碌的时候。连日来，村里的文
化礼堂成了她们每天紧锣密鼓
排练的场地，不久之后，一个
个由村民自编自导的节目将陆
续登上身后的大舞台。除了三
塘头村，这样的文化礼堂也散
落在观海卫镇各村 （社区），
赋予乡村和农民以充盈的文化
力量。

文化如水，润泽卫城；礼
堂有形，矗立乡间。自 2013
年开始建设文化礼堂，观海卫
镇已建有20个村文化礼堂和1
个社区文化家园。其中，五洞
闸村、师东村文化礼堂已创建
为省五星级文化礼堂，卫东
村、上横街村、卫西村等3个
文化礼堂创建为宁波市四星级
文化礼堂。

在文化礼堂建设过程中，
观海卫镇坚持因村制宜，整理
挖掘传承本村本土文化元素，
推进文化礼堂个性化、主题化
建设。五洞闸村文化礼堂着重
挖掘本地棉花种植历史，并打
造棉花博物馆加以配套；师东
村文化礼堂则突出红色文化元
素，建设了一条介绍革命先烈

事迹的红色长廊；卫北村、卫西
村、城隍庙等文化礼堂充分挖掘
非遗文化，成立非遗项目传承基
地……

为让更多群众自愿参与创建
工作，把更多的党员、干部、知
识分子吸纳到农村文化志愿者队
伍中来，该镇抓好业务知识培
训、队伍建设和日常管理。组织
全镇文化礼堂负责人赴慈溪市内
外先进的文化礼堂参观学习，邀
请文化礼堂建设专家，组织开展
业务培训；全面实施文化礼堂理
事会制度，开展文化礼堂讲解员
选拔比赛活动，多名讲解员在市
级比赛活动中获得名次；实行星
级评定与镇对村奖励补助、目标
管理考核相挂钩。

“这里已经成了村民新生
活、新故事的轮番展演之地。”
五里村村民韩益女说，文化礼堂
建成后，该村整合资源、提升硬
件，不断开展丰富的文体活动，
全方位展示乡村文明建设成果。
据悉，今年以来，全镇文化礼堂
组织开展宣讲、文化体育、志愿
服务等活动500余场次，惠及党
员群众6万余人次。

“今年，我们将全力推动全
镇剩余 21个村（社区） 做好文
化礼堂创建工作，确保今年 11
月份前完成 13家以上文化礼堂
创建任务，到明年全镇实现文化
礼堂全覆盖。”从身有所栖到心
有所寄，观海卫镇文化礼堂的建
设之路上风景亮丽。

观海卫让
乡村文化礼堂“活”起来

■全媒体记者 郑琳
通讯言 罗重重

本报讯 去年 4月以来，
市人民政府与阿里巴巴中小企
业内外贸电子商务服务战略合
作持续推进。新赛道，新机
遇。记者从 8 月 8 日举行的
1688厂货通计划发布会上获
悉，现场30多家企业意向入驻
该平台，核心品类为小家电、
日用百货、配饰、内衣、内
装、个人护理产品、男装、女
装、鞋、童装、数码产品等。

“生产工厂只需开通诚信
通，平台便会帮助企业精准对
接淘宝卖家、微商卖家和跨境
B2C卖家，并为中小企业提供
数据分析、选品指导与工具服
务等一站式服务。”1688平台
相关负责人介绍了门槛要求：
入驻生产型企业注册资本大于
50万元，实地厂房面积大于
500 平方米，仓库面积大于
500 平方米，年销售额大于
2000万元。据了解，以阿里

巴巴（www.1688.com）为代表的
中国最大的在线贸易交易平台，
自1999年创建至今，经历1.0版
的在线展示型平台、2.0版的在
线交易型平台，2018年起进入
3.0版的全网营销型平台。主要
为线上和线下大中小各类商家提
供从海内外生产商及批发商采购
产品的渠道。过去一年，1688
服务了超过100万的供应商和超
过 2800万的采购商，年销售超
4000亿元。

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的
大背景下，特别对外贸制造企业
创新线上渠道、实现多元化市场
营销十分必要，商务部门将为此
引导企业不断努力探索。在电子
商务风起云涌的当下，慈溪勇立
潮头主动拥抱国内外电商知名大
平台，助力慈溪电子商务新跨
越。2018年全市实现网络销售
额 409.65 亿 元 ， 居 宁 波 各 县
（市）首位。今年 1-6月全市实
现网络销售额 236.3亿元，同比
增长23%。

新赛道 新机遇

“1688厂货通”计划
在慈发布

■全媒体记者 鲁奕呈
通讯员 励文科 杨俊

为了进一步展示新时代残疾人群体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和艺
术才华，日前，市第六届残疾人书法美术作品展在市图书馆举
行。 ■摄影 全媒体记者 王烨江 通讯员 王志愿

残疾人书法美术作品展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