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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

扎实推进法治乡村建设

TODAY

夯实全面依法治国根基

全国法治乡村建设工作会议在我县召开
傅政华讲话

刘炤主持

本报讯 （记者 周韵健） 昨
日，司法部在我县召开全国法治乡
村建设工作会议，司法部部长、全国
普法办主任傅政华出席会议并强
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
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和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
全国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工作会
议精神，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法治乡村，夯
实全面依法治国根基。
司法部副部长、全国普法办副
主任刘炤主持会议，浙江省副省长、
省公安厅厅长王双全致辞，市委副
书记、政法委书记宋越舜，浙江省司
法厅厅长马柏伟，县领导林坚、李贵
军、俞晶磊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
还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司法厅（局），以及中央
依法治国办秘书局、司法部有关厅
局和直属单位有关领导等。
重组后的司法部高度重视法治
乡村建设，加快涉农立法、强化乡村

王双全宋越舜马柏伟等参加

林坚作交流发言

执法监督、持续推动乡村普法守法，
的发源地，始终坚持一手抓经济报
依 ”。 监 督 与 管 理 相 结 合 ， 推 行
努力打通公共法律服务的“最后一
表，一手抓平安报表，传承发展新时 “合法性审核前置”“阳光化村务公
公里”，为法治乡村建设奠定了坚实
代“枫桥经验”，持续深化平安浙江
开”“全过程立体监督”“不称职责
的基础。
建设，全面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任 追 究 ”， 用 制 度 倒 逼 “ 依 法 办
会议强调，当前要紧紧围绕中
全省刑事发案、安全生产事故、信访
事 ”。 熟 人 与 专 家 相 结 合 ， 打 造
央有关重大决策部署，在依法解决
总量等持续下降，是全国最具安全 “老何说和”“法律顾问”“阳光义
农村群众反映强烈的困难和问题上
感的省份之一。乡村是法治建设的
警”三支队伍，用情理引导“靠法
下功夫；要加大乡村普法力度，在教
根基，浙江把法治乡村建设作为法
止争”。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创设
育引导干部群众养成自觉守法习惯
治浙江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 “智法达人”平台、积极推进民主
上下功夫；要以民主法治示范村建
支柱，积极开展法治进乡村、创建
法治村创建等，用服务推动“送法
设为载体，在推动法治精神进村入
民主法治村，聚力在扩面、提质、
进村”。下一步，宁海将认真贯彻
户到人上下功夫。
融合、增效上下功夫，全面提升农
落 实 本 次 会 议 精 神 ， 持 续 以 “36
会议强调，法治乡村建设涵盖
村法治化水平。尤其是总结宁海
条”为突破口和主抓手，进一步规
了法治建设的各个环节，必须加强 “村级小微权力清单”、象山“村民说
范村干部依法履职、完善法律服务
组织领导，加强统筹协调。要把法
事”、安吉“余村经验”等首创案例，
体系、健全配套机制、抓实普法宣
治乡村建设作为法治国家、法治政
为法治乡村建设提供鲜活样板。
传、推进“三治融合”，努力把宁
宁海等 10 个单位作交流发言。
海由村级小微权力清单的发源地，
府、法治社会建设的基础工作，加强
指导督促。各省（区、市）和各地市
县委书记林坚在发言时说，近年
提升打造成全国法治乡村建设和乡
司法行政机关的主要领导要高度重
来，宁海以“36 条”为主抓手，坚
村振兴的标杆地。
视法治乡村建设，把这项工作摆上
持在实践中创新提升，着力打通和
6 月 10 日，与会代表考察了岔
重要工作日程。同时，充分发挥县
深耕依法治国的“最后一公里”，
路镇下畈村、湖头村和前童镇联合
级司法局和乡镇司法所在法治乡村
使之成为建设法治乡村、撬动乡村
村；分组讨论了《关于加强法治乡村
建设中的关键作用。
振兴的有力支点。具体做法是：良
建设意见》，提出了修改建议。同时
王双全在致辞中表示，浙江作
法与良俗相结合，明确“清单之外
举行了普法与依法治理处长座谈
为“枫桥经验”的诞生地、平安建设
再无权力”，用清单做到“有法可
会。

娄逢理先进事迹系列报道引起热烈反响
本报讯 （记者 娄伟杰） 从
本月 9 日开始，
《今日宁海》、看宁海
新闻客户端、宁海发布微信公众号
相继推出了《凡人娄逢理 温暖一
座城》
《一诺十年的“全职义工”——
记宁波市诚实守信道德模范娄逢
理》
《他是凡人娄逢理，温暖宁海这
座城！
》
《
“有困难找娄逢理”
》等系列
报道，让市道德模范娄逢理十年守
一诺，热心公益的先进事迹广为人
知，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广大

市民纷纷在看宁海新闻客户端、宁
感动！网友“王突突”留言：心里都
海发布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留
是暖暖的感动！这个社会就需要这
言，对娄逢理坚守诺言、热心公益的
样的人，
越多越好。
精神表达敬意，并表示要向模范学
网友“君无戏言，贝店邀…”留
习。
言说：
“去哪里找组织做义工？”网友
网友“越幸运越努力”留言说： “溶解界”留言说：沉思良久！第一
润物无声，娄师傅用自己的经历告
次，被一个如此“平凡”的身边人感
诉了我们平凡的人生也可以创造不
动。他是一个穷人，过着拮据的生
平凡的事迹。网友“Jessica”留言：十
活；他更是有着崇高精神的“大富
年，3500 多个日夜，他用脚踏实地的
翁”，赠予别人那么那么多！他的坚
行动来切实帮助别人，真心不容易，
强信念，来自于帮助他的陌生“雷

锋”，由点及面，如春风里的花儿，怒
放、蔓延……大善，
如星星之火，
在岔
路燎原！向娄逢理致敬！向陌生的
“雷锋”
们致敬！
广大市民除了对娄逢理表达敬
意外，还有人被娄逢理的先进事迹
感动，也表示要做义工，为帮助困难
群众出一份力。

后续报道

我县首个工程项目部
临时党支部成立
昨日下午，宁波南部滨海新区创
客空间项目部现场挂上了“项目部临
时党支部”铜牌，这是我县首个建立
在工程项目部的临时党支部。
“支部建在项目上”是县住建局
党委响应上级基层党建工作要求，将
党建工作向建筑行业系统延伸的重要
举措。临时党支部将担负起阵地建
设、政治教育、党日活动等党建职
责，发挥工地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引
领工程建设提质增效。目前，我县项
目工期在半年以上，项目部中正式党
员人数超过 3 人(含 3 人)的即可申请设
立临时党支部。
（记者 惠广亮
通讯员 范静筠 摄）

又一家省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落户我县
本报讯 （记者 何莎莎 通
讯员 陈佩珍） 记者昨日从县人
社局获悉，经浙江省博士后工作办
公室批准通过，
宁波润禾高新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为今年我县
首家新设省级博士后工作站企业。
据悉，宁波润禾高新材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产品研发、

环保生产、应用开发，以及进出口销
售于一体的专业化国家级高新技术
上市企业，致力于纺织化学品和有
机硅新材料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
及应用，并连续获得国家级高新技
术企业、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
发中心、浙江省科技型企业等荣誉
称号，并获得 30 多项发明专利。

弘扬科学精神 普及科学知识
传播科学思想 倡导科学方法
www.nhkx.gov.cn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是培养和
引进高端人才的重要平台，更是促
进产学研结合的有效载体，为我县
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和智
力支撑。截至目前，我县拥有国家
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1 家，省级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 6 家，先后 13 人进站
开展博士后课题研究，其中 5 项课题

获省博士后科研项目择优资助。
下一步，县人社局将不断加大
对博士后科研工作的资金扶持和政
策指导力度，激发各企业建站热情，
并持续强化机制建设和相关服务工
作，着力打造吸引和聚集高层次人
才的载体平台，助推我县“产业争
先”攻坚行动。

威龙玛瑟兰葡萄酒
地址：
气象北路 390 号

电话：
65599699

刘炤宋越舜刘长春马柏伟林坚李贵军等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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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政华考察我县法治乡村建设工作

宁海新闻网微信

今日八版

本 报 讯 （记 者 娄 伟 杰 周 韵 健 方 景 霞
通讯员 宋雪） 昨日下午，司法部部长、全国普法
办主任傅政华，司法部副部长、全国普法办副主任刘
炤一行深入考察了我县法治乡村建设工作。市委副
书记、政法委书记宋越舜，市委常委、副市长刘长春，
省司法厅厅长马柏伟，县领导林坚、李贵军、徐震宇、
方勤、沈纾丹等参加考察。
傅政华一行首先来到县法治乡村培训中心，详
细了解我县村级小微权力清单“36 条”的具体内容和
建设历程。县法治乡村培训中心内的 36 条基层治理
物联网展厅，设置 36 条序言篇、定义篇、实践篇、教学
篇、成效篇、模拟篇和廉政作品文化园七大主题篇
章，分区块展示蓬勃宁海、36 条内容和建设历程、重
点清单实例等内容。傅政华表示，宁海积极探索构
建农村小微权力规范体系，创新性推出村级小微权
力清单“36 条”，抓住了农村工作的关键少数，抓住了
法治乡村建设的关键所在，并在坚持中不断创新、不
断完善，真正将权力关进了制度的笼子，为法治乡村
建设扎好了制度篱笆。
随后，傅政华实地走访了岔路镇下畈村和湖头
村。作为我县推进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首批试点
村，下畈村在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的引领和撬动
下，持续创新推进法治乡村建设，试点“法治诊所”，
将“法议”作为村民代表会议决议前的必须程序，
2018 年成功创建省级民主法治村。湖头村扎实推进
法治乡村建设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工作，并积极开
展多形式的普法宣传活动，新建法治文化公园、法治
宣传栏、普法长廊、法治图书角等各类设施，成为我
县基层依法治理的典范。傅政华与公共法律服务点
的值班律师亲切交谈，并通过公共法律服务一体机，
与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律师视频通话，详细了解公
共法律服务平台运行情况。傅政华指出，
随着社会的
进步，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越来越强，对法律服务的
需求也越来越多，
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关于
法治乡村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提高公共法律
服务平台的覆盖面，让更多群众享受到更近的法律
服务。同时，我们在建设法治乡村过程中，要把地方
特色文化结合进去，
让普法工作更加深入人心。
在前童镇联合村，傅政华深入村庄各处，与当地
村民亲切交流，详细了解“智法达人”普法驿站、宁海
村民 e 点通等工作。近年来，联合村顺应基层治理法
治化要求，积极转变乡村治理方式，探索以民间文化
组织为抓手、以农村群众为主体、以文化活动为载体
的“文化滋养乡风助推乡村治理”模式，先后被授予
市级生态村、市级文明村、市级十佳环境提升村、市
级全面小康村、市级民主法治示范村等荣誉称号。
傅政华表示，我们要把立法立规做在前，要支持基层把法律服务端口前
移，为群众提供近距离、面对面的法律服务，让广大市民养成办事之前先
问法的良好习惯，
夯实法治乡村建设的法律基础。
另讯：6 月 10 日，司法部副部长、全国普法办副主任刘炤与来宁海参加
全国法治乡村建设工作会议的代表先后前往跃龙街道、三门湾现代农业开
发区、
岔路镇、
前童镇等地，
实地考察了我县法治乡村建设工作。

村社干部示范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 （记者 章莉） 为
贯彻落实全国、省、市基层党建工
作重点任务推进会精神和县委十
四届五次全会精神，大力推进“锋
领雁阵”建设，着力提升村社干部
队 伍 建 设 水 平 ，6 月 10 日 上 午 ，
2019 年全县村社干部示范培训班
举行开班仪式。
一直以来，我县高度重视基层
党建工作，不断加强村社干部队伍
建设，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在开班
仪式上，县委组织部门要求全县村
社干部紧扣大局趋势，把准工作方
向，全面学习领会并贯彻执行好新
形势下基层党建工作新要求，充分
发挥基层党建统领作用，夯实基层
基础；要筑牢底线思维，稳固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阵地，坚决防范化解
基层党建领域重大风险；要聚焦党
建争强，履行好“带好班子、建强组
织、管好党员”的职责任务，当好基
层组织“主心骨”；要围绕乡村振
兴，当好兴村治社的“领头雁”，推
进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推进村社建
设提档升级，推进村庄治理和谐文
明，为宁海“两高五好”建设作出积
极贡献。
据了解，本次培训将分期对全
县村社书记和主任进行集中授课，
重点突出党性教育和基层工作实
务培训，主要包括学习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风廉
政、乡村振兴等内容。

展示文保资源 增强文保意识

我县馆藏文物图片展亮相
本报讯 （记者 卓佳洋 通
讯员 邵颖玢 侯菲菲） 近日，
我县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
成果图片展在县图书馆举行。此
次图片展是我县馆藏文物的第一
次亮相，拉开了宁海县 2019 年“文
化和自然遗产日”文化遗产系列活
动的序幕。
据了解，县文物办从第一次全
国可移动文物普查登录的 5171 件
（套）我县文物中，遴选出了 121 件
价值较高、品相较好的藏品，以图
片形式进行展出，包含了新石器时
代晚期至近现代陶瓷器、青铜器、

玉石器、书法绘画、雕塑造像等 14
个类别文物，绝大部分都属于国家
珍贵文物。
县文物办工作人员表示，希望
通过此次展览，让更多宁海市民进
一步了解我县馆藏文物的收藏情
况，加深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
增强市民文物保护意识。接下来，
我县还将举办以“红色记忆——宁
海革命历史”为主题的文物图片
展、业余文保员培训讲座等系列活
动，集中展示我县文化遗产资源及
保护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