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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贵阳4月20日电 4月
16 日至 20 日，中国共产党贵州省
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在贵阳召开，会
议选举产生了贵州省出席党的十九
大代表。在贵州参选的中央提名的
代表候选人习近平同志，以全票当
选党的十九大代表。

20 日上午，大会举行正式选
举。当大会宣布习近平同志在选举
中以全票当选党的十九大代表时，
全场爆发出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当前，贵州正处于脱贫攻坚、
同步小康的关键时期。“带着对贫
困地区群众的牵挂，习近平总书记

在贵州参选，这是对贵州各级党组
织的极大信任，是全省广大党员的
巨大光荣，是对贵州各族人民的亲
切关怀，是对贵州脱贫攻坚的巨大
激励。”党员干部纷纷表示，习近
平总书记到贵州参选，展现了党中
央新的作风形象，树立了良好导
向，对于进一步密切联系党员群
众，加强和规范新形势下党内政治
生活，推动实施脱贫攻坚等重大国
家发展战略，具有重大意义。

代表们纷纷表示，习近平总书
记全票当选十九大代表，是 730多
名省党代会代表的共同意愿，代表

了全省 170 多万名党员的共同心
声，充分体现了 4000 多万贵州各
族干部群众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衷心
爱戴，体现了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的衷心拥护。

贵州省党代会代表、贵阳市白
云区第三中学教师刘芳说：“听到
总书记全票当选的消息，我非常激
动，这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我
是一个盲人，虽然眼睛看不见，但
我的心能感受到总书记对贫困地区
的关心、关怀。作为一名普通农村
教师，我将继续做好本职工作，用
心、用情回报学校、回报社会。”

“作为一名驻村干部、基层党
员，我们有信心把贫困搬下山、把
幸福带上山。用我们的努力把总书
记的关心、党中央脱贫攻坚的惠民
政策变成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
福生活。”省党代会代表、钟山区
大湾镇海噶村第一书记杨波说。

代表们表示，一定要把习近平
总书记到贵州参选并全票当选的消
息带回去，告诉广大党员、群众，
把总书记的关心和激励转化为干事
创业、脱贫攻坚的实际行动，凝心
聚力，实干苦干，以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习近平全票当选党的十九大代表

本报讯（记者吴向正）4月19日
至 20 日，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任
振鹤在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
贯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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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强化探索创新，加强基层
党建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
强组织保证。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唐
一军，市委副书记、市长裘东耀和市
领导胡军、钟关华、毛宏芳、施惠芳
等陪同调研或参加相关活动。

19 日下午，任振鹤一行先后实
地考察了宁波南部商务区、鄞州区
下应街道湾底村和博威集团。在南

部商务区，任振鹤一行听取了商务
区规划建设情况汇报，随后着重了
解该商务区党建工作情况。商务区
党工委在园区内企业数量多、业态
新、活力足的新形势下，积极实施“开
放式党建”模式，推行“党企联心”“支
部联勤”“党员联评”，通过党委“公
转”强化政治引领，“自组织”“自转”
传播党建影响，党建工作取得了良好
成效。任振鹤对该商务区党建工作成
绩予以充分肯定，希望有关部门进一
步总结优化该商务区“开放式党建”
的做法，为全省都市经济园区尤其特
色小镇党建工作提供借鉴。

在湾底村，任振鹤一行参观了村
党群服务中心和天宫庄园，详细了解
该村党建等情况。30多年来，湾底村
党组织始终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带
领村民艰苦创业、共同致富，终于把
一个穷得叮当响的落后村、贫困村，
建设成一个闻名遐迩的先进村、富裕
村，实现了“破茧化蝶”的美丽嬗变，
去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任振鹤表示，湾底村党组织始终坚持

“人民至上”，突出民生关切，带领村
民集体致富，充分发挥了党组织战斗
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是
各地基层党组织学习的榜样。

在博威集团，任振鹤一行详细
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和企业党建工作
情况，对该公司加强创新，以人才建
设为动力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的做
法表示赞赏。任振鹤对该公司紧紧
围绕企业工作目标，弘扬优秀企业
文化，大力加强企业党建，提升企业
党组织活力的做法予以充分肯定，
希望该公司党组织进一步加强探索
创新，为企业党建工作提供更多更
好的经验。

20 日上午，任振鹤一行还先后
实地考察了省海港集团、北仑穿山
港区、梅山保税港区等地。

任振鹤在甬调研

加强基层党建工作 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唐一军裘东耀等参加

本报讯（记者龚哲明）由全国
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教科
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健、张
平率领的全国人大著作权法实
施工作调研组在甬调研。昨日下
午，调研组召开座谈会，听取了
我市著作权管理工作情况汇报，
并与我市相关部门、单位负责人
进行了深入交流，对我市著作权
法实施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翁鲁敏、副市长
许亚南参加座谈会。

我市于 2011年成立版权局，
面向全市开展著作权管理、著作
权纠纷调节、著作权侵权案件查
处和软件正版化工作。据了解，我
市成功申领作品著作权登记政府

资助的作品已突破万件；累计成功
调 解 著 作 权 纠 纷 1514 起 ；投 入
1152.5 万元推进软件正版化工作，
全面完成政府和党群机关计算机软
件正版化工作任务，基本完成市属
国有企业集团本级软件正版化工
作；2014年以来出动 78552人次，检
查场所 85174 家次，行政处罚立案
调查1061件，吊销许可证21家。

调研组指出，深入贯彻著作权
法，积极维护和营造良好的版权环
境和秩序，对于保护公民智力劳动
的成果，促进文化市场、文化产业繁
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希望宁波在
著作权法贯彻实施上加大力度，努
力在著作权保护方面起到示范带头
作用。

全国人大在甬调研
著作权法实施工作
张健张平带队

本报讯（记者易鹤）昨天，浙江
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活动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举行。年初以来，宁波
已新增上市公司9家，创历史最高水
平，其中新增A股上市公司8家，增量
居浙江省第一。宁波市委副书记、市长
裘东耀在活动上致辞并上台敲钟。中
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理事长何宗就、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唐中祥、宁波
市副市长陈仲朝等出席活动。

裘东耀在致辞中说，今天是谷
雨，二十四节气中的播种之时，在这
个预示着希望和丰收的好日子里，

我代表宁波市委、市政府向大丰实
业成功上市表示祝贺。向所有关心
支持大丰实业发展和宁波企业上市
工作的各界朋友表示感谢。他说，宁
波是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港口城市
和长三角南翼的经济中心，也是浙
江乃至中国的民营经济大市和开放
经济强市，城市包容性强，产业基础
雄厚，企业创新活跃。近年来，宁波
市委、市政府不断优化投资和发展
环境。去年，全国首个“中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国家保险创新
综合试验区等诸多国家改革试点相

继花落宁波，为企业创新创业发展
提供了更强劲的动力和更广阔的空
间。作为宁波先进制造业企业的杰
出代表和当前宁波优质企业群体加
快进军资本市场的典型，大丰实业
上市后，宁波 A 股上市公司已达 64
家，境内外上市公司总数达到了 78
家，已跻身全省、全国前列。

裘东耀希望大丰实业等优质甬
企立足新起点，抢抓新机遇，拓展新
空间，扛起新责任，一如既往推进创
新创业，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和盈利
能力，遵守市场规则，坚守诚信发展，

为提升资本市场“宁波板块”品牌增
光添彩，为助推宁波加快产业转型升
级和经济结构调整，助推宁波经济迈
上提质增效发展快车道，助推宁波加
快建设“名城名都”贡献力量。

上市发行活动前，裘东耀会见了
上海证券交易所监事长潘学先。据
悉，今年前三个月，我市债券、股权直
接融资额逾227亿元，比去年同期上
升16%；上市公司在交易所合计融资
金额超过160亿元，通过上市为优秀
企业融资打开了新渠道，推动甬企借
助资本市场进一步做大做强。

大丰实业昨在上交所挂牌上市
今年宁波已新增9家上市企业，创历史最高水平
裘东耀出席活动并致辞

本报讯（记者吴向正）昨晚，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唐一军会见
泰国TCC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
席苏旭明一行。

唐一军对苏旭明一行来甬访
问表示欢迎，并向客人介绍了宁波
市情和投资环境。他说，宁波经济
发达、文化繁荣、环境优美，是一座
开放时尚包容的国际港口城市、全
国文明城市、现代商贸之城、生态
和美之城，也是一个充满活力、富
有魅力的宜居宜业乐园、投资创业

热土。希望双方深入探讨合作交流的
途径和方式，进一步拓展新的合作领
域、开发新的合作项目，实现更高层
次的互利共赢发展。我们一定为
TCC集团来宁波投资发展提供最优
的服务、创造最好的环境。

苏旭明说，集团非常看好宁波
的发展前景和投资环境，我们对在
宁波投资发展充满信心，希望双方
进一步加强合作，取得更大的合作
成果。

市领导毛宏芳、施惠芳参加会见。

唐一军会见
泰国TCC集团客人

“快递小哥”昨晚赶赴“天宫”
天舟一号是我国自主研制的首艘货运飞船，
被形象地称为中国航天的“快递小哥”

组合体
在轨飞行约

本报讯 （记者黄合） 昨日，
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陈奕君
在调研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工作时
强调，要进一步探索和完善宁波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制度设计和
服务理念，以更加务实的态度，
更加扎实的举措，更加突出的成
效，为平安浙江建设提供宁波标
杆，为全省全国提供更多可复制
可推广的经验。市中级人民法院
院长周招社陪同调研。

陈奕君一行来到市中级人民
法院调研市诉讼 （调解） 服务中
心，听取宁波市社会治理工作中
心汇报，并前往镇海区、江北区
下辖的街道、村 （社区），考察
社会治理综合指挥中心、综合指
挥室，与基层干部进行座谈，了
解社会治理工作推进的成效和难
点。

陈奕君充分肯定了我市社会
治理创新工作取得的成绩。她
说，近年来，我市按照建成大城
市社会治理创新样板城市的要
求，领导重视、行动迅速、措施
扎实、成效明显，实现了基层社
会治理扁平化、精细化、社会

化、信息化，走出了一条具有宁波
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之路，为下月
即将在我市举行的全省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创新工作会议做好了充分准
备。

陈奕君要求，全市各地要以此
次会议在我市召开为契机，做到社
会治理创新工作的制度建设全覆
盖、实体化运作全覆盖、各级考核
机制全覆盖，让各个层级都有成体
系的领导小组、人员配备、考核机
制和工作制度，通过“四个平台”
的全覆盖让大数据发挥分析研判的
更大效应，真正倒逼网格员网格长
往下走，更好地为群众提供服务。

陈奕君强调，要围绕上级党委
政府的中心工作，结合基层工作实
际，做到社会治理创新工作重点突
出、定位明确。要进一步加强网格
员的业务能力培训，特别是基本规
章制度的学习；要进一步加大宣传
力度，提高知晓度、参与度，让更
多老百姓参与进来成为志愿者、情
报员、监督员；要进一步培育更多
专业化的社会组织，化解最基层的
疑难杂症，解决“最后一公里”问
题。

陈奕君在调研社会治理创新工作时强调
要为全省全国提供更多
可复制可推广的“宁波经验”

本报讯（记者陈敏 严龙） 去
年 3 月 31 日，“阿拉伴”失智老人
关爱项目在宁波嘉和阳光为老服务
中心启动。昨天上午，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余红艺、副市长许亚南，宁
波市荣誉市民、台胞朱英龙先生，
与数百名来自各界的“阿拉伴”志
愿者汇集庆安会馆，为“阿拉伴”
活动再出发助力。

“阿拉伴”项目由朱英龙先生

发起，意在关爱失智老人。一年
来，“阿拉伴”失智老人关爱项目
先后荣获第五届“浙江慈善奖”的
慈善项目奖、“第八届中华慈孝
节”活动入围奖。

在这一年间，作为“阿拉伴”
项目的实施者，宁波嘉和阳光为老
服务中心相继在鄞州、海曙等地举
办 58 次失智症筛查、专业沙龙等
活动，参加人数超过 5000 人，惠

及失智症家庭500余个。
目前，“阿拉伴”志愿服务长

效机制正在形成。宁波市第一医院、
宁波市公交总公司、浙商银行、宁波
大红鹰学院等 20多家企事业单位、
学校成为“阿拉伴”助力团队，志愿
者总数已突破 10000 人。市区已设
立“阿拉伴”联络处、“阿拉伴”小家
10 个，设立“爱眼义疗室”3 处。昨
天，针对居家失智失能老人的开放

式家门口结伴养老小屋——“嘉和
阳光·老邻舍”在划船社区正式投
用，将为这一特殊人群搭建全新的
智能化服务平台。

据了解，目前，我市的失智老
人人数超过 7 万。“阿拉伴”项目
的主要任务是使轻微失智老人得到
及时治疗，让已经失智的老人经常
得到他人的陪伴，帮助他们有尊严
地生活。

万余名“阿拉伴”志愿者关爱失智老人
余红艺出席活动

天舟一号
独立飞行约2个月 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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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

A10版

A2版▶
昨天下午，来自我市建设系统

各直属基层工会的 20 支职工队伍
齐聚东钱湖陶公岛，参加“庆五
一、我运动、我健康”职工龙舟大
赛。赛场上，各单位男女职工齐上
阵，展示了良好的风貌。

（郁诗怡 周琼 摄）

山清水秀
赛龙舟宁波入选

“城市双修”试点城市

国家统计局成立专门机构

“剑指”统计造假

A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