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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吴向正 朱宇
陈飞 黄合） 4 月 9 日至 10 日，省
委常委、市委书记唐一军，市委副
书记、代市长裘东耀，市人大常委会
党组书记余红艺，市委副书记、常务
副市长陈奕君等参加了市十五届人
大一次会议宁海代表团、江北代表
团、海曙代表团、北仑代表团、慈溪
代表团、余姚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
报告。

昨日下午，唐一军来到宁海代
表团，与代表们一起审议政府工作
报告。杨勇、林坚、项汉明、李
静、王玉琪、沈平绒、龚慧、苏林
贝、秦岭等代表围绕加快发展均衡
化、发展湾区经济、建设智能产业
园、推动医疗卫生资源下沉、完善
生态补偿机制等提出意见建议。唐
一军在听取代表们发言后指出，宁
海在全市发展大局中地位优势明
显，要保持特色发展好势头，争当
绿色发展排头兵，为建设“名城名
都”多作贡献。一要乘势而上，坚
持加快发展不停步。认清发展的优
势和基点，统一思想、坚定信心，
主动承接宁波中心城区辐射，积极
对接“中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
城市建设，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优势
产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培

育壮大智能经济、湾区经济，保持
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势头。二要
保持定力，坚持绿色发展不动摇。
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坚定不移念好“拆治
归”三字经，坚决打好治危拆违和
剿灭劣Ⅴ类水攻坚战，加大浙商甬
商回归力度，推动生产方式和生活
方式绿色化，走出一条高新、绿
色、低碳的发展路子。三要弘扬

“四气”，坚持干字当头不懈怠。传
承弘扬“硬气、正气、大气、和
气”的宁海精神，狠抓重点工作、
重点项目的落地落实，做到干劲
足、耐力久、作风实、成效好，真
正干出经得起历史检验、对得起人
民群众的业绩。

昨天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
长裘东耀来到江北代表团参加审
议。会上，12 位市人大代表围绕
加快姚江生态智慧新城开发建设、
大力发展物联网产业、完善高端教
育布局、推进甬江北岸基础设施建
设等先后发言。裘东耀在听取了代
表们的发言后指出，要牢牢把握

“名城名都”总要求，紧扣“六化
协同”战略实施，聚集“十个一
流”，撸袖实干、善作善成。要奋
发有为，努力做“北提质”的先

锋，牢固树立“小区域大作为”的理
念，在功能上提质，在形象上提质，
让城市散发独特的人文魅力。要苦练
内功，努力做壮大城市经济的先锋，
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大力发展现代服
务业，促进经济转型升级。要强化统
筹，努力做促进均衡发展的先锋，深
入推进美丽农村建设，深入推进改革
创新，努力提升全域化整合发展水
平。要优化环境，努力做增强城区魅
力的先锋，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民生
环境和服务环境，走出一条幸福魅力
城区建设之路。

昨前两天，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
记余红艺参加了海曙代表团和北仑代
表团审议。余红艺认真听取代表们的
发言后指出，裘东耀代市长所作政府
工作报告，总结工作客观全面，分析
问题实事求是，目标举措务实有力，
切合时代要求、符合发展实际，是一
个凝聚人心、提振信心、催人奋进的
好报告。余红艺希望海曙紧紧把握区
划调整带来的发展机遇，坚持以改革
创新精神为引领，精细谋划规划、精
心培育优势、精准激发活力，统筹推
进区域各项工作，大力促进产、城、
人的深度融合，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更多更好的“海曙元素”“海曙
经验”“海曙实践”。余红艺希望北仑

围绕自身特色特点，做深港口产业
链，做大保税服务链，做强装备制造
业；围绕建设全国一流强区奋斗目
标，继续在城乡建设、环境保护、社
会治理、民生服务等领域，敢试敢
闯，敢于在体制机制上创新，争创发
展新优势。

昨日，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
陈奕君分别来到慈溪代表团、余姚代
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代表们围绕
创新驱动、扩大投资、振兴实业、深
化改革、开放合作等话题，提出了加
大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扶持力度、加
快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加强本土文化
资源挖掘等一系列真知灼见。在认真
听取代表们的发言后，陈奕君说，政
府工作报告立意深远，文风朴实，实
事求是，重点突出，催人奋进，各地
要结合实际，认真审议。陈奕君强
调，慈溪和余姚是宁波各项事业发展
的“领头雁”，有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希望两地在未来五年中，能够立
足新的目标定位，把握新的发展机
遇，在加快发展上走在前列，在“六
化协同”上走在前列，在和谐稳定上
走在前列，为宁波经济社会的跨越发
展贡献新的力量。

其他市领导也分别参加各代表团
审议或到会听取审议意见。

唐一军等市领导参加各代表团审议

本报讯（记者吴向正） 昨日上
午，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唐一军在
参加市政协民革组、工商联组联组
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各级政
协组织、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广大政
协委员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
分发挥优势，认真履行职责，为建
设国际港口名城、打造东方文明之
都建言献策、建功立业，同心同德
开创宁波更加美好的未来。

市政协十五届一次会议主席团
常务主席、主席团会议主持人杨戌
标，市委常委、秘书长施惠芳，市
政协十五届一次会议大会秘书长陈
文祥等参加讨论。

在联组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
委员们围绕推进东钱湖开发建设、

发挥“中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
城市先发优势、突出城市设计的宁
波元素、为智能制造提供人才支
撑、创建全国特色小镇、提升宁波
城市软实力、为新宁波人营造更好
创业环境等踊跃发言、献计献策。
唐一军边听边记，不时与委员们就
有关问题进行互动交流。

唐一军说，委员们的发言事先
都经过深入调研、精心准备，提出的
意见建议有见地、有质量、有价值，
不少正是市委、市政府当前重点谋
划推进的工作。我们将逐条梳理研
究委员们的真知灼见，吸纳充实到
建设“名城名都”的思路举措中去。

唐一军指出，担任政协委员，
既是荣誉，更是责任。广大政协委

员特别是新任政协委员要认真学习人
民政协的理论、章程、政策和知识，
真正做到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
为建设“名城名都”作出积极贡献。
一要重学习、讲政治、明方向。要认
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
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笃
信之、践行之，进一步坚定“四个自
信”、强化“四个意识”，做到坚定清
醒、心明眼亮，不断增强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自觉性、坚
定性，始终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
同心同向、同心同行。二要勤履职、
献良策、建功业。政协是履职尽责、
为民服务的大平台，也是展示才华、
实现抱负的大舞台。广大政协委员要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紧紧围绕团结和
民主两大主题，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
主监督、参政议政以及团结联谊职能，
既要坐而论道、建言献策，又要起而践
行、建功立业，传播好声音，汇聚正能
量，在助推改革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维护社会和谐中展示政协委员的担当
和作为。三要强素质、重品行、树形象。
政协委员是各行各业的优秀分子，有
着很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荣誉，要格
外珍惜、保持清醒，自觉用素质好、履
职好、形象好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加
强理论学习，加强实践锻炼，加强修身
立德，不断提高政治素质、履职能
力、道德品格，充分展现政协委员的
良好风采，确保人民政协事业薪火相
传、兴旺发达。

唐一军在参加市政协联组讨论时强调

勇于使命担当 认真履行职责
为建设“名城名都”建言献策建功立业
杨戌标等参加

本报讯（记者黄合）昨前两
天，市政协委员联组讨论政府
工作报告。市委副书记陈奕君在
参加中共组和特邀一组的联组
讨论时指出，委员们要围绕两会
确定的目标任务，发挥自身独特
优势，特别是党员委员要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建真言、谋发展，重
民生、干实事，为宁波建设“名城
名都”作出新贡献。

9 日下午，中共组和特邀
一组举行联组讨论，委员们就
加快推进王阳明文化挖掘、梅
山新区申报建设、发展湾区经
济、人才发展战略、美丽乡村建
设等问题建言献策。

陈奕君在听取委员发言后
说，此次政府工作报告文风朴
实、内容务实，回顾总结过去五
年工作，实事求是、全面客观；部
署安排今后五年工作，科学合
理、重点突出。今后五年，是贯彻
党代会目标、建设“名城名都”的
关键五年，也是全市上下勠力同
心、推动发展的关键五年。报告
聚焦“六化协同”发展战略，提出
了“十个狠抓”重点任务，提供了

一份思路清晰、重点突出的“操作
手册”和“实施细则”。

陈奕君说，政协作用发挥在
委员、活力展现看委员、事业发展
靠委员。希望广大委员围绕中心
大局促发展，充分发挥联系广泛、
智力密集的优势，努力把方方面
面的思想和行动凝聚到完成新一
届政府的工作任务上来。希望广
大委员关注群众期待，始终保持
履职为民的情怀，深入基层、深入
群众，为民履职、为民代言。希望
广大委员提升履职能力树形象，
找准发挥政协作用和优势的着力
点，把社会各界的真实声音反映
上来，把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
宁波建设“名城名都”、跻身全国
大城市第一方队作出更大贡献。

市领导万亚伟、梁群、胡军、
宋越舜、陈章永、钟关华、毛宏
芳、王仁洲、陈仲朝、李关定，市
政协十五届一次会议主席团常
务主席林静国、张明华、崔秀玲、
郁伟年、陈安平、陈为能、叶双
猛、叶正波，十四届市政协副主
席范谊、李太武等分别参加了联
组讨论。

建真言 谋发展 重民生 干实事

市领导参加政协联组讨论
陈奕君等参加

本报讯（记者朱宇） 昨天，市
委副书记、代市长裘东耀在参加市
政协经济一组和科技二组联组讨论
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要进一步把
信心激发好、把时机把握好、把举
措落实好，勇毅奋起，追赶跨越，
深入实施“六化协同”战略，加快
建设“名城名都”，全力开创发展
新局面，努力再创发展新辉煌。

昨天上午，裘东耀和市政协十
五届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郁伟
年、市政府秘书长王建社与政协委
员们一起讨论政府工作报告。顾跃

光、王君平、洪粮钢、黄晁、俞海宏、
罗培栋、赵宏年、汪爱英、张君珠、杨
正平、华秀萍、邹炳德、张亚佩等委
员先后发言，大家围绕高层次人才
引进和培育、创新驱动、智能经济发
展、生态环境保护等内容，畅所欲
言，积极献计献策。

裘东耀认真听取了委员们的发
言，对大家给予政府工作的关心和
支持表示感谢，并就委员们关注的
热点问题进行了现场解答。裘东耀
说，各位委员的发言，事先都做了深
入调研和精心准备，问题找得很准，

意见和建议提得很有针对性，听了很
有收获，很受启发。对于大家的意见建
议，市政府将认真研究、充分吸收，切
实把政府工作做得更到位、更出色、更
有成效、更符合群众意愿。

裘东耀说，过去五年，各级政协组
织和广大政协委员紧紧围绕市委、市
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汇集民智民
意，积极建言献策，为我市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今后五年，我
们既面临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
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的严峻挑战。全
市上下既要正视宁波与先进城市的差

距，又要看到宁波的优势和强项，放
下包袱，激发信心，勇毅奋起，追赶
跨越，让宁波的综合实力真正强起
来，创新活力真正强起来，改革动力
真正强起来，企业主力真正强起来，
民生民力真正强起来，队伍能力真正
强起来，群策群力再创发展新优势。

裘东耀希望委员们一如既往关心
支持政府工作，围绕“早日跻身全国大
城市第一方队”的要求，多提意见建议，
多献真知灼见。希望大家在各自工作岗
位上，多做团结各方、凝聚人心的工作，
齐心协力推进“名城名都”建设。

裘东耀在参加市政协联组讨论时强调

激发信心把握时机落实举措
奋力开创新局面再创新辉煌

本报讯 （记者陈飞） 昨
晚，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主
席团第二次会议在市行政会议
中心举行。

主席团常务主席余红艺主
持会议，出席会议的主席团常
务主席还有唐一军、裘东耀、
陈奕君、翁鲁敏、王建康、胡
谟敦、王建社、俞雷。副市长
宋越舜、王仁洲、陈仲朝、林
静国、李关定等列席本次会
议。

会议听取了各代表团对市
政府工作报告和计划、预算报
告的审议意见。各代表团认
为，政府工作报告全面贯彻中
央和省委、市委决策部署，始
终坚持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引
领，紧紧围绕深入实施“六化
协同”战略、加快建设“名城
名都”进行精准落实，充分体
现了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
是一个凝聚人心、催人奋进的
好报告。同时，各代表团纷纷
提出了意见建议。海曙代表团
建议实施融合提升，促进新海
曙跨越发展；江北代表团建议
加快宁波都市圈建设和城市经
济发展；镇海代表团建议加快
推进中官路创业创新大街和宁
波植物园建设；北仑代表团建
议大力推进梅山新区创建；鄞
州代表团建议加快东部新城主

导产业集聚发展；奉化代表团建
议加快提升雪窦山佛教名山影响
力；余姚代表团建议发力主攻智
能经济，加快赢得竞争优势；慈
溪代表团建议加快推进宁波都市
区北部副中心建设；宁海代表团
建议切实加快“南融合”，实现
发展均衡化；象山代表团建议加
快建设宁波现代化滨海城区；驻
甬部队代表团建议加强军民深度
融合，切实推进军地共赢。

裘东耀在听取各代表团发言
后，代表市政府对代表们的认真
审议和理解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他说，代表们以强烈的主人翁精
神，认真参与全体会议审议和小
组审议，既站得高、看得远，又
走基层、接地气，群策群力、共
谋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
见和高质量的议案建议。市政府
将虚心听取并认真落实好代表们
的意见建议，不断改进政府服务
管理，进一步提高政府工作水
平。同时，恳请市人大及其常委
会、市人大代表一如既往地关
心、监督和支持政府工作。

会议听取了大会秘书处关
于代表酝酿、讨论市十五届人
大一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市
十五届人大专门委员会组成人
员人选通过办法草案情况的汇
报，同意将这两个办法草案提
请大会表决。

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
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
听取各代表团关于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和
计划、预算报告的情况汇报，确定大会
选举办法草案和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
选通过办法草案

本报讯（记者龚哲明） 昨
天下午，市政协十五届一次
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会议听取省委常委、市委书
记唐一军代表中共宁波市委
所作的关于市政协人事安排
的说明。

市政协十五届一次会议主
席团常务主席杨戌标、林静
国、张明华、崔秀玲、郁伟

年、陈安平、陈为能、叶双猛、
叶正波和大会秘书长陈文祥出席
会议，大会执行主席由杨戌标、
崔秀玲、陈为能担任，杨戌标主
持。市委常委梁群、钟关华、施
惠芳，十四届市政协副主席范
谊、李太武，十四届市政协秘书
长黄士力和部分老同志参加会
议。省委换届选举督导组领导到
会督导。

市政协十五届一次会议
第三次全体会议举行
唐一军到会作说明 杨戌标主持

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昨天，
记者从组委会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由浙江省文化产业促进会、宁
波市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

（宁波）特色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
于4月14日开馆。本届文博会以“扬
工匠精神、促文化共享”为主题。

据了解，本届文博会主会场设

在宁波国际会展中心，展会时间为 4
月 14日至 17日。展览面积总计 5万平
方米，设“一带一路”国际馆、城市文创
馆、非遗展示馆、文化艺术馆、文化

科技馆、文创音乐馆、文化休闲馆、动
漫电竞馆等八大主题展馆，比去年增
加两个馆。此次文博会共有境内外
200余个团组，1200余家企业参展，展
商 8000 余人，其中境外团组 31 个，来
自全球 25个国家及地区。文博会期间
各类活动超过30项，包括专项活动10
项、论坛9场、文艺演出8场、投资洽谈
活动 4 场、各区县（市）分会场活动 11
项， 【下转A9版】

2017宁波特色文博会14日开馆
20余国异域文化绽放国际会展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