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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房伟报道 在庆祝新
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回望那些
与祖国同行的宁波人，回顾宁波
帮的发展历程，我们能够清晰地
看到：

一代代宁波帮人士将自身发
展紧紧融入国家的前途命运中，
无论时代的洪流如何推进，他们
都不约而同地抱赤子之心、守家
国大义、秉开拓精神，为祖国和社
会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他们与祖国同行，与时代并
进，不仅实现了传统商帮到近现
代商人群体的转型，更完成了从
商业领域到社会多个舞台的集群
式跨越。”宁波帮博物馆馆长王辉
这样评价。

日前，“与祖国同行——宁波
帮与共和国70周年特别展”在宁
波帮博物馆开展，清晰展示了宁
波帮留在历史长河中的足迹与身
影。

为了新中国的成立

上世纪20年代，中国内忧外
患，盛丕华在上海经营的红棉酒
家，成为宁波帮聚会议论时局的
主要地点，诸多民主人士如黄炎
培、陈叔通、包达三等，经常在此
聚餐。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
期，各界爱国人士和民主运动的
重要人物几乎都到过红棉酒家。
郭沫若有一次参加聚餐后，对盛
丕华感叹地说：“我在这里才真正
闻到民主的空气。”

与此同时，无数宁波人投身
革命前线。如沙文汉，不仅在家
乡组织农民运动，更活跃于上海，
参与领导“文化界救亡协会”，团
结各党派人士。1935年，张承宗
在上海加入“中华民族武装自卫
委员会”，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并
自1947年起任中共上海市地下
党市委书记，卓有成效地配合人

民解放军解放和接管上海，为上
海的解放和接管作出重要贡献。

为了新中国的事业，朱枫接
受党的指示于1949年11月前往
台湾执行秘密任务。两个月后，
她在台湾的任务圆满完成，即将
返回，却遭叛徒出卖，并于1950
年6月10日英勇就义。直至半个
世纪后，她的骨灰才回到大陆，安
葬在家乡镇海。

1949年10月1日15点，中华
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
行开国大典，多位宁波籍人士登
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其中就有盛
丕华、包达三、蒉延芳、刘良模、林
汉达、盛康年等人。

建设我们的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宁波人以无
比的热情投身新中国建设，在经
济、文化、科研等多个领域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就。

1950年，潘阿耀在上海慎昌
铜厂试制成我国第一根无缝钢
管，成为上世纪50年代产业工人
先头兵的代表。翁文灏长子翁心
源参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
并担任国家石油工业部基建司总
工程师，先后组织了多项油气长
输管道储运工程等工作，被誉为

“中国输油第一人”。
1962年，中国电影界票选出

一批“新中国人民演员”，宁波籍
演员王丹凤入选。王丹凤曾在电
影《护士日记》里扮演一位新时代
女性，为建设祖国投身边疆。其
间，她所演唱的电影插曲《小燕
子》，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记忆。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
敌对势力对新中国实施“禁运”，
导致国家财政困难、外汇奇缺，时
任中国首家外贸专业公司——中
国进口公司经理的卢绪章，在世
界穿梭，调查市场、谈判合同，促

成了中日贸易协议的签订、中古
建交以及第一届广交会的举办。

同样，在这段以奇迹般速度
发展“两弹一星”的时代，许多宁
波科学家投身一线，留下了自己
的名字：胡思得、毛用泽、周永茂、
阮可强等。

昂首走进新时代

这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新时
代。我们耳熟能详的无数宁波帮
巨擎，正是在这个时代义无反顾、
不求回报地投身国家建设，并为
香港回归、澳门回归、两岸交流等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1984年 12月 19日，中英联
合声明在北京签署，宁波帮人士
包玉刚、安子介等出席观礼。王
宽诚、安子介、董建华等参加了香
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工作，安子
介、包玉刚等参加了基本法的起
草。 （下转第4版）

本报讯 记者胡翀报道 今年
的国庆长假杭州天气晴好，温度
适宜，又一次吸引了众多国内外
游客前来游览观光、休闲度假。
记者从杭州公交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交集团）了解到，国
庆 7 天长假，公交集团共出车
60610辆次，安全、优质、有序运
送乘客1679.45万人次。公交集
团万名员工用真心、真情，保障了
乘客的品质出行。

国庆期间，公交集团建立“一
中心三分控四驻点”运营调度组
织体系，全面负责国庆期间运营
组织，区域调控；根据不同区域的
客流特点，每天安排32个现场管
理点，加强各交通枢纽、高教园
区、西湖景区、湖滨步行街、延安
路商圈线路的营运管控，7天共
组织5000余名管理人员和工作
人员加强现场秩序维护，做好站
点乘客指引、突发事件处置，确保
公交运营安全、有序和优质。

针对交通枢纽、西湖景区、湖

滨商圈等不同区域的客流特征，
公交集团延长连接交通枢纽的公
交线、地铁接驳线及数字专线的
服务时间。10月4日起推出了提
供“准门对门”定制化服务的橙意
暖巴特色，满足不同旅客的出行
需求。国庆7天开通定制公交线
8条，旅游大巴接驳线9条，截至
10月7日14点，景区接驳线共发
放2118班次，运送7.46万人次；
定制公交线共发放4220班次，运
送144453人次。

长假期间，公共自行车公司
加强对租用量较大的中心服务
点、136处地铁站出口附近服务
点的管理力量；安排13辆调运
车、12辆中型车加强调运工作，
主城区37处主要服务点储车数
量达2000辆以上。为了保障市
民游客绿色低碳出行，投入营运
公共自行车服务点4160处，投
入公共自行车10.7万辆。节假
日累计租用量达到214.23万人
次。

本报讯 记者羊荣江报道 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日前向社
会发布了2019年第三批重大劳
动保障违法行为典型案例和拖欠
工资“黑名单”信息。此举旨在深
入推进“浙江无欠薪”行动，依法
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加大对拖
欠劳动报酬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惩
戒力度。

省人社厅发布的 2019年第
三批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典型
案例有：

罗佳伟拖欠劳动报酬案

2018 年 1 月 16 日，永嘉县

人力社保局接到投诉，反映罗
佳伟无证经营的鞋包加工厂
（永嘉县瓯北街道 212 号）拖欠
劳动报酬。经查，罗佳伟拖欠
陈某等 7 人劳动报酬共计 4 万
余元，罗佳伟失联。2018 年 2
月 28 日，永嘉县人力社保局以
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将该
案移送公安机关。2019 年 6月
24 日，永嘉县人民法院判决罗
佳伟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判 处 拘 役 五 个 月 ，并 处 罚 金
2000 元。目前，罗佳伟已支付
劳动报酬 1 万元，剩余拖欠金
额正在法院强制执行中。

广州市华宁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新昌分公司拖欠劳动报酬案

2019年8月16日，新昌县人
力社保局接到投诉，反映广州市
华宁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新昌分公
司拖欠劳动报酬。经查，该单位
拖欠陈某等55人劳动报酬共计
1141231 元，经营者余水峰失
联。8月23日，新昌县人力社保
局以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将
该案移送公安机关。

义乌市旺商宾馆拖欠劳动报酬案

2017年9月27日，义乌市人

力社保局接到投诉，反映义乌市
旺商宾馆拖欠劳动报酬。经查，
该单位拖欠周某等11人劳动报酬
共计150741元，经营者林红伟失
联。10月11日，义乌市人力社保
局以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将
该案移送公安机关。2019年7月
3日，林红伟被公安机关抓获。7
月15日，该单位将拖欠的劳动报
酬支付完毕。

除以上三起典型案例外，省人
社厅还发布了19家单位和1个个
人拖欠工资“黑名单”信息。杭州
富阳家博装饰有限公司、杭州岳城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无锡市德科建

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浙江中汇建
设有限公司、杭州哲敏仓储有限公
司、上海先胜室内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宁波分公司、宁波古方装饰设计
工程有限公司、温州市铭大眼镜包
装有限公司等在列。

这19家单位中，拖欠劳动者
工资最多、人数最多的是杭州大
众纸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丁
国金，拖欠王某等261名劳动者工
资70.94万元。

个人拖欠则是由瑞安市人力
社保局认定的，名叫胡阳春，拖欠
王某等12名劳动者工资18.9万
元。

本报讯 记者羊荣江报道 据
省交通运输厅消息，“十一”长假，
我省综合交通运输实现安全、高
效、有序，未发生长时间、大范围
交通拥堵，道路运输、水路运输均
无旅客滞留情况，全行业无影响
社会稳定事件和重大灾情发生。

10 月 1 日 0 时—10 月 7 日
18时，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总流量
约2041万辆次，其中小型客车流
量约1783.6万辆次，比去年同期

同时段分别增加3.7%、4.2%。全
省道路运输发送旅客约1786.89
万人次，同比下降12.1%；铁路发
送旅客480.2万人次，同比增长
7.67%；民航发送旅客58.12万人
次，同比下降3.34%；地铁发送旅
客 1678.25 万人次，同比增长
21.11%。

国庆期间，全省交通运输系
统2.2万余名干部职工放弃休假，
坚守岗位，保安全保畅通。

本报讯 通讯员小绍兴
摄影报道 重阳节前夕，德清
县乾元镇直街社区88岁环
保老人、党员朱天荣，向当地
老人们传授如何准确进行垃
圾分类，共同呵护美好家园。

荣荣钟表店店主朱天荣
受媒体报道启发，从2001年
1月开始，大量回收有害的废
电池；自掏万元设立全国惟
一一个由个体经营者出资的
环保奖；贷款近10万元创建
环保基金，建立我国第一个
民间环保联络站；开通全国
第一个民间环保热线电话。

19 年来，朱老痴心环
保，举办由他拍摄的“目击破
坏环境”摄影展，组建“夕阳
红环保宣传队”，举办长三角
租车环保行，购买用于回收
废电池的近万只环保桶放置

在学校、社区和农村……走
进学校、企业、政府等教授环
保课达上千课次。紧跟环保
热点，向人们讲解“五水共
治”、垃圾分类等知识，并担
任环保监督员。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热
心环保的朱老喜获第二届爱
我中华大家行活动“中华爱
国之星”、浙江省“绿色公益
使者”等殊荣。

“到目前为止，我颁发了
13届‘朱天荣环保奖’，当地
2000多名幼儿、学生及成年
人获奖，培养了一大批环保
卫士。”10月7日，朱老一边
翻看他在环保方面的众多荣
誉证书，一边自豪地说，“尽
管我为环保支出近50万元，
但是无怨无悔，仍将一如既
往地为环保事业而奋斗！”

朱天荣开心地展示“中华爱国之星”奖牌，这是2001年6月获得的，他是当
时获此殊荣者中年龄最大的一位，更是我省惟一获奖者。该活动由中华爱国
工程联合会、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共同举办。

10月6日，在德清县乾元镇幸福村，朱天荣（前排右三）向老人们示范垃圾分类。

2001年1月3日，在德清县乾元镇荣荣钟表店，朱天荣（右一）等人以每节1
毛钱的价格大量回收废电池，场面很火爆。当天，共回收了8000余节废电池。

抱赤子之心 守家国大义
宁波帮与祖国同行的70年

让恶意欠薪者无所遁形
省人社厅发布2019年第三批拖欠工资“黑名单”

德清88岁老翁痴心环保19载

“十一”假期
全省综合交通运输
实现安全高效有序

国庆假期
杭州公交

万名职工坚守岗位
6万余辆次公交

平安运送旅客1600万余人次

新华社香港 10 月 8 日电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8
日表示，在过去的长周末，暴徒
在香港各区施行严重、广泛的破
坏行为，包括针对港铁和目标商
户进行破坏、袭击普通市民，以
及设置非法路障并截查车辆等，
已经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特区
政府会以最大决心制止这些暴
力行为。

林郑月娥8日出席行政会议
前会见媒体。她表示，暴徒的暴
力破坏行为对香港的零售、餐
饮、旅游和酒店业造成严重打
击，影响共约60万基层员工的
生计。特区政府将尽快落实早
前提出的连串措施，帮助这些行
业纾困。

林郑月娥表示，暴乱已经持
续近4个月，必须采取一些更坚
定的行动去处理这次前所未见的

恶劣情况。订立《禁止蒙面规例》
的目的是协助警方执法，以及避
免人们，特别是年轻人，以为蒙面
之后就无人能辨别他们的身份而
罔顾法纪，作出违法行为。

林郑月娥强调，无论任何
人，尤其是外国人士，要评论香
港现在的情况，首先要客观地看
事情，第二是要认清事件的本
质，第三希望他们有一颗同理
心，香港发生的事情要是在其国
家发生，他们会采取什么行动。
他们不能恶意批评香港，或者为
香港的暴力示威者撑腰，说这是
和平表达诉求的自由，这是不负
责任的评论。

林郑月娥：

暴徒无法无天
特区政府

决心止暴制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