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钱瑶群

本报讯 教育老干部、凝聚老干部、服务老干

部是爵溪街道老干部党支部的工作根本。去年以

来，爵溪街道坚持强化“四常化”管理制度建设，

坚持教育为先、服务为本，突出组织建设、创新活

动载体、丰富活动内容，切实增强老干部党支部

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充分发挥新时期退休党员干

部的桥梁纽带作用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

服务的功能。

突出亮点，展现风采。爵溪街道深入开展“一

支部一亮点”活动，明确“老骥伏枥洒余晖，倾情

奉献展风采”为今年亮点工作主题，致力于开发

“老年人力资源”，倡导“余热生晖，晚霞出彩”，

充分发挥退休党员干部在稳定社会、发展经济、

教育后代、建设和美爵溪中的积极作用。鼓励退

休党员干部充分发挥信息员、和促员、参事员“三

员”作用，如志愿参加爵溪街道“假日学校”的管

理工作，积极协助老年人开展健康体检活动，投

身新农村建设、“三改一拆”与“五水共治”等

中心工作中，为街道出谋划策、贡献力量。

增添正能量，共同促发展。通过开展“增添

正能量，共筑中国梦”系列活动，爵溪街道积极

探索新形势下加强老干部党支部建设的新途径、

新方法，创新和丰富载体，搭建和提供平台，凝

聚老干部党员的强大力量，丰富退休党员干部的

晚年生活。开展主题讨论活动，积极引导老干部

参与支部的建设，为支部发展出谋划策；开展

“同心促发展”活动，用先进的文化及相关精神统

领老干部党员的思想阵地，引导老干部深刻认识

全面深化改革的成果；开展实地体验活动，到才

华艺术剪纸馆进行廉政教育，看剪纸，听报告，

学廉政，议四风，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主题活动，

不断丰富老干部精神文化生活，焕发老干部的

“新活力”。

完善机制，强化保障。爵溪街道拟建立健全

党内激励、关怀、帮扶机制，提高老党员干部的

责任感和归属感，促进整个队伍的凝聚力。常态

化开展党内慰问活动，在重阳、中秋、春节等节

日对老党员进行走访慰问，在精神上送去关怀，

在物质上给予帮助，去年 8 月，街道对 15名退休

干部进行了盛夏高温季节走访慰问。同时，严格

按照政策规定抓好退休党员干部人员管理，落实

离退休干部相关待遇，切实保障老有所养。

爵溪街道

“三步走”推进
老干部党支部建设

记 者 潘怡帆
通讯员 陈如吉 陈露维

本报讯“无违建”创建目
前拆违 16.8万平方米，完成年

度指标 140% ；九顷河、韩家内

河等 4 条黑臭河整治已成功验

收，城区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全

面完成；投入 2000 余万元实施

“机器换人”项目 4 个，助力企

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电子商

务，已有 12 家网店投入运营

……在丹西街道，“党建 +”模式

迸发出新活力，进一步引领推

动农村经济、生态、治理、文化等

各项工作。

“在“党建 +”模式的不断探

索中，丹西街道将作风建设、社

会治理、项目攻坚等中心工作，

都纳入到了“党建 +”模式中，通

过抓党建来促进发展，以期实现

党组织建设、党员教育管理和联

系服务群众的信息化、便捷化。”

丹西街道相关负责人说。

近年来，丹西街道积极探

索“党建 +”模式，积极打造各类

“党建 +”平台，通过“党建 + 治

水”“党建 + 拆违”“党建 + 环境

整治”等系列活动，全面提升基

层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通过

科学整合党员干部、组织设置、

阵地设施、人才队伍等党建要

素，扎实推动街道各项工作攻

坚突破。

针对基层治理能力薄弱、

治理体系不完善等问题，丹西

街道全力抓好“和村惠民四步

法”、农村小微权力规范运行、

农村基层党组织五星管理等专

项工作的执行落实，通过这些

抓手，着力构建以街道党工委

为核心，以基层党组织民主创

新为切入点，全体党员干部共

同参与的基层治理新格局。充

分发挥基层党组织自主能动

性，促进“多员合一”“两网融

合”，有效运用“互联网 +”添翼

基层治理，投入 60 余万元聘任

161 名网格员、信息员，并每人

配备一部平安通手机，用于信

息采集上报。去年 3月份以来，

共报送各类事件处置信息 2029

条，形成网上网下整体作战的

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体系。

同时，对照“三个走遍”及

“四必到、四必访”等要求，严格

住夜、周二下村等制度，通过“走

村不漏户，户户见干部”等一线

走亲连心活动将机关干部和基

层党组织紧密相连，全年共走访

基层党员 1800 余人，帮助解决

基层问题 600 余个。发挥农村

工作指导员、联村干部、平安指

导员的作用，每村组建一个服务

团队，在 29个行政村设立了“代

办点”，实行“点对点，一对一”式

服务，为群众提供全方位服务。

目前，共收集意见建议 200 多

条，发放平安、信访、禁毒、反邪

教等宣传资料 1000 余份，成功

调解矛盾纠纷 65起。

此外，丹西街道还通过打

造政府购买服务、社区特色服

务平台、党员干部亮点服务等

三大项目，领衔党建重点项目，

打造党建工作特色品牌。目前，

全街道共有登记在册并形成品

牌服务项目 26 项，党员志愿者

人数超过 600 人，已救助残疾

人、低保户、下岗职工等困难群

众 2000 多人次；全年共有 29

家企（事）业单位党组织与社区

结对开展活动，共为社区居民

提供各类服务 380 余次，服务

居民 6500 人次以上。

丹西街道“党建 +”模式提升基层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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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俞宇 通讯员 黄琴

本报讯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

加快，基层文化活动已成为承载

社会变迁的重要载体。近年来，

丹东街道扎实推进“文化进基

层”战略，充分发挥先进文化的

示范作用，街道各社区以多彩的

群众性文体活动丰富城乡百姓

精神文化生活，凸显地方特色文

化内涵，凝聚文明发展正能量，

引领健康生活新风尚。

建立机关党员发挥作用平

台。进一步深化机关党员参加

社区“一人一岗”活动，根据社区

具体情况结合每位参与党员的

专业、爱好、特长和身体等条件，

精心设置了宣传教育岗、文化活

动岗等六大岗位，在各种社区文

化、教育、环境、卫生、治安活动

中发挥积极作用。通过文化活

动岗的组织与参与，文艺体育队

伍不断得到扩大，多次参加县、

街道重大节庆活动。

探索社区共驻共建新路子。

本着共驻共建、资源共享、优势

互补的原则，推选共建单位党组

织负责人担任党员“一人一岗”

组长，发挥党组织的骨干作用，

参与各类社区文化和体育活动。

共建单位先后为社区公园、市民

学校提供活动器材 10多套、图
书 1000 册、学习资料 5000 余
份，每年捐赠 10多万元。

完善社区文化建设机制。加

强引导，各社区实行错时办公，

党支部成员积极利用休息时间

为居民提供学习、娱乐指导。物

色积极分子，牵头成立文体小

组，自导自演，自娱自乐。目前，

丹东各社区都有一两支文艺队

伍，群众演员达五六百人。扶持

各类文艺活动，通过街道、各共

建单位等共同努力，建立社区文

化专项基金，支持社区大型文化

活动，扩建改造社区文化设施。

创造文化氛围，党工妇团共同参

与，大力宣传文明楼群、文明墙

门和五好文明家庭等典型，介绍

推广学习型社区、学习型家庭、

学习型居民的先进经验，营造浓

厚的文明社区创建舆论氛围。针

对家长、青少年、中老年和外来

人口等四类人，每年安排两到三

个专题讲座，丰富居民的精神文

化生活。

丹东街道

搭社区文化平台
建居民精神家园

记 者 张海峰
通讯员 林 卓

本报讯 近日，《象

山县机关工作人员问责

办法》成为爵溪街道党

工委办事处每一个党员

干部学习探讨、贯彻落

实的工作 生活内容之

一。据了解，此《办法》注

重对机关工作人员的监

督管理，旨在增强党员

干部大局意识，转变工

作作风，提升执行力。图
为爵溪街道工作人员在
午休时间学习《象山县
机关工作人 员问责 办
法》。

学习新《问责办法》

记者 俞宇 通讯员 黄琴

本报讯 过去一年，宁波探

索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党支部在

丹东街道党工委大力领导下，

围绕工作目标，坚持科学发展

观，切实加强党的思想、作风、

组织和制度建设，进一步提高

党员队伍整体素质，为全面提

升该公司的经营水平提供了强

有力保证。

强化党建工作。作为基层

党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非

公企业党建工作，对于充分发

挥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凝聚企业

各方力量，引导和促进企业健

康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该公司通过对全体党员的教

育，全面提高公司党员思想认

识，使公司内部管理得到加强，

公司企业文化得到提升，员工

凝聚力不断加强，公司员工综

合素质也得到提高。此外结合

实际情况和公司特点，根据上

级党委的要求，该公司党支部

因地制宜、灵活多样地开展学

习、教育活动，使全体党员在员

工队伍中保持先进性，真正起

到模范带头作用。

促进党建工作规范化。注

重新党员的发展工作，保证新

党员质量，2015年公司党支部

发展了一名预备党员并参加培

训活动。在发展新党员的过程

中，一直贯彻“十六字”方

针，规定工作程序、严格把

关，认真做好党务发展工作。

做好对入党积极分子的教育和

引导工作，对党员的发展工作

进行全程监督，实行集体表

决，公司内部公示等措施，确

保党员发展质量。

创新党建活动形式和内

容。以公司文化娱乐体育形式

为载体，把思想教育融入党员

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之中，吸

引员工广泛参与，始终把公司

思想政治工作和丰富多彩的文

化体育活动结合起来，把党建

工作与公司文化建设相结合。

公司文化是一个公司内在驱动

力的基础，是一个公司的灵魂。

党组织坚持活动经常化、内容

形式多样化，积极搭建公司党

建工作文化活动平台。在公司

各部门的配合下，通过各类文

体活动激发了员工的工作、生

活热情，去年共开展员工各个

工种的职工技能大赛、“降本增

效，增收节支”合理化建议活动

等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员工

在广泛参与各类活动中受到熏

陶和教育，增强了对公司的归

属感。

宁波探索：党建工作与企业发展互促共赢

记者 潘怡帆 通讯员 肖芸芸

本报讯 近日，丹西街道组织有关人员对辖区

内的宗教活动场所进行了安全大排查。

在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和

问题提出了整改意见，并督促其进行整改。同时，还

向宗教活动场所负责人讲解了相关安全知识，要求

其认真抓好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和相关规章制度的

落实。

为切实加强宗教活动场所安全防范工作，丹西

街道召开了安全工作协调会，要求各职能部门、各

行政村等负责人牢记“安全”两字，将“安全”纳入场

所的日常管理中，将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严防各

类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同时，对辖区范围内 7所

佛教寺庙，3所教堂积极开展自查。各场所分别对各

自场所内部有关财务管理安全、消防设施、电器电

路、煤气灶具、明火分布、通道畅通、是否建立值班

制度以及防火措施落实和应急预案等进行自查，杜

绝事故发生。

此外，丹西街道还向寺院发放森林防火、禁止

燃放烟花爆竹等方面的相关文件材料，提高广大僧

尼和香客的安全责任意识。

丹西街道开展
宗教信仰场所安全排查

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报告公示暂

行办法》、《个体工商户年度报告暂行办法》和国家工商总局、省工商局

及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做好 2015年度年报公示工作的通知》
的规定，现将我局各类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报送 2015年
度报告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报送对象
凡 2015年 12月 31日前在我县市场监督管理机关登记注册的各

类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分支机构、个体工商户都应

当依法报送 2015年度报告。已经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或被撤销登记的
各类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分支机构、个体工商户不

再报送年度报告。

二、报送时间
各类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分支机构、个体工商

户的报送时间为 2016年 1月 1日至 2016年 6月 30日。
三、报送方式
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全部采取电子化方式报送年度报告。请登录

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网址为：http://www.nbaic.gov.cn，点击
“企业年度报告”模块进行填报；或者登录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门户

网站，网址为：http://www.zjaic.gov.cn，点击相应模块进行填报。
个体工商户可以采取上述电子化方式申报年报，也可以按照纸质

方式进行申报，两种方式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年报后个体工商户可携带

营业执照副本到辖区市场监督管理所（分局）盖印“2015年度个体年报
专用章”戳记。

四、年报公示
已填报的年度报告信息通过全国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需要修改已经年报内容的，在 2016年 6月 30日之前可以自行登
录年报系统进行修改，在此之后需要经过登记机关同意方可予以修改。

历次修改记录均向社会公示。

五、法律后果
未按规定报送公示年度报告的，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将被列入经

营异常名录，个体工商户将被标注为经营异常状态，并通过全国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年报结束后将对报送的信息进行抽查。抽查发现年报公示信息隐

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以及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的，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个体工商户将被标

注为经营异常状态，并通过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企业，在经营、投融资、取得政府供应土地、

进出口、出入境、注册新公司、招投标、政府采购、获得荣誉、安全许可、

生产经营许可、从业任职资格、资质审核等工作中，将依法受到限制或

禁入。

六、其他事项
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使用数字证书直接登录年报系统。无数

字证书或者未使用数字证书的，需要确定本企业联络员，根据年报系统

的提示步骤办理联络员确认手续后可以申报年报。上一年度已经办理

联络员确认手续且未发生变化的，其身份继续有效。若企业联络员发生

变更的，应当重新办理确认手续后，才可以申报年报。

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申报年度报告均无需缴纳任何

费用。

附各市场监督管理所（分局）年报联系地址及咨询电话：

象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石浦分局

石浦镇凤栖路 80号 65966178
象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丹东所

丹东街道东谷路 117号 59120262
象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丹西所

丹东街道丹河路 899号 65796326
象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大徐所

大徐镇东昭路 98号 65620607
象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西周所

西周镇昌明路 58号 65838301
象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爵溪所

爵溪街道镇前街 17号 65606837
象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定塘所

定塘镇峰北路 7号 65910171
象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鹤浦所

鹤浦镇鹤西路 1号 65010545
象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丹东街道丹河东路 828号 65738398 65750122
2016年 1月 7日

象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报送 2015年度报告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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