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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月 25日电 中
共中央政治局 4 月 25 日召开会议，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
作，审议《关于巡视中央政法单位
情况的专题报告》。中共中央总书
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在错综
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各地区各部
门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主动适应
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新发展理
念，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积极推进结构调整和新旧
动能转换，有效防控风险，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
绩。一季度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实
现良好开局，增长和效益回升，市

场预期改善，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加大，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不断
涌现并快速成长，产业优化升级不
断推进，就业继续增加，城乡居民
收入增长有所加快。各方面对新发
展理念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
逐步加深、行动更为自觉，这对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平稳健
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指出，在充分肯定成绩的
同时也要看到，当前经济向好有周
期性等因素，经济结构调整任重道
远，面临不少挑战，必须坚持用新
常态的大逻辑研判经济形势，坚定
不移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会议强调，要按照党中央关于

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贯彻落实新发展理
念，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
中心，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
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
及时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
问题，确保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确
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得到深化，确
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提
高执行党中央方针政策的能力和水
平。要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
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
健的货币政策，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坚定不移推进“三去一降一

补”，改造提升传统动能，大力培
育发展新动能，振兴实体经济，实
现转型升级。要创造性开展工作，
加强调查研究，充分发挥和调动
基层干部群众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扩大改革受益面，扎实
做好重点民生工作，让人民群众
有更多获得感。要营造良好市场
环境，加强制度建设，扩大开放
领域，改善投资者预期。要加快
形成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的
长效机制。要高度重视防控金融
风险，加强监管协调，加强金融
服务实体经济，加大惩处违规违
法行为工作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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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宁海记者
站陈云松 蒋攀） 海峡两岸纪念潘天
寿诞辰 120 周年大师故里系列活动开
幕式昨天在宁海举行。两岸嘉宾相聚
潘天寿先生故里，共同追寻潘老一生
对中国绘画发展、两岸高等美术教育
的重要贡献，弘扬他对民族文化高度
自信的“强骨”精神。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对纪念
活动作出批示：潘天寿同志是大家十
分尊重的艺术大师，他的为人和爱国
情怀也为大家所钦佩。祝纪念潘天寿
同志诞辰120周年活动圆满成功。

出席昨天开幕式的领导和嘉宾
有：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孙亚
夫，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杨戌标，
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蒋孝严，民盟中
央宣传部部长曲伟，市委常委、统战
部部长梁群，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所
名誉教授、台湾艺术大学荣誉教授、
台湾访问团团长黄光男，潘天寿之
子、中国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原
院长潘公凯等。

杨戌标宣布“海峡两岸纪念潘天
寿诞辰 120 周年大师故里系列活动”
开幕，梁群致辞。

海峡两岸纪念潘天寿诞辰 120 周
年大师故里系列活动由国务院台湾事
务办公室交流局主办。作为国台办
2017年海峡两岸重点交流项目和全国
纪念潘天寿诞辰 120周年系列活动的
序曲，系列活动以“诗画传两岸，气
韵润中华”为主题，将举办潘天寿宁
海珍藏作品展、潘天寿美术教育文献
展、潘天寿书画作品赏析展、“探访
大师故居，追随大师足迹”、“尺幅千
里，两岸一家——共话书画传承雅
集”等多项活动。

据悉，潘天寿诞辰 120周年纪念
活动将贯穿全年。下月初，文化部、
国台办、浙江省政府将共同举办纪念
潘天寿诞辰120周年座谈会等活动。

又讯 宁海潘天寿艺术中心奠基
仪式昨天举行，选址于宁海新城市中
心的核心区。

潘天寿艺术中心是宁海县文化综
合体项目的一大子项目，2016 年被
列入财政部PPP示范项目。艺术中心
采用 BTO 方式运作，规划建筑用地
约 39 亩，总建筑面积 28573.3 平方
米，总投资约 3.9 亿元，主要由潘天
寿美术馆、潘公凯艺术馆、宁海县博
物馆及配套商业区等文化设施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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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参加海峡两岸纪念潘天寿诞辰 120周年大师故里系列活动的
嘉宾参观了潘天寿宁海珍藏作品展。 （严龙 摄）

本报讯（记者金晶 通讯员
王虎羽） 记者从昨日举行的宁波
市知识产权发展与保护状况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宁波市 2016年
知识产权发展与保护状况》白皮
书与 《宁波市 2016 年十大知识
产权事件》发布。

白皮书显示，去年，我市专
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为 68244
件和 40792件，其中发明专利申
请量、授权量分别为 19328 件、
5669 件，分别同比增长 20.4%和
4.7%。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23件，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
商标申请量 35295 件，注册核准
数 21401 件，均比去年增长 12%
以上，连续多年位居全省前列。

这是我市汇聚知识产权保护
合力，护航宁波智造取得的丰硕成
果。由市中级人民法院、市知识产
权局等多家单位联合共建的“知识

产权综合运用和保护第三方平台”已
累计调解案件 878件；2016年，市中
级人民法院新收各类知识产权民事
案件1248件，结案1248件，其中专利
纠纷310件；宁波海关破获侵犯知识
产权案件301起，涉案总价值6746万
元，其中多起为跨国重大案件。去年，
宁波获批国家知识产权纠纷调解试
点城市，并获批全国首批地方商标受
理窗口。

企业对知识产权也更加重视。
目前，宁波已有国家知识产权示范
企业6家，优势企业43家，新增通
过《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认证
的企业 150 家，累计有 321 家通过
企业认证。

市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说，
今年我市将绘制 13 个细分行业的
专利地图，并在全国率先编制知识
产权导向目录。

（相关报道见第5版）

《宁波市2016年知识产权发展与保护状况》
白皮书发布

知识产权护航“宁波智造”

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通讯员
张宝龙 王茜） 我市坚守耕地保护
和集约节约用地制度，构建耕地数
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
体系，连续 19 年实现耕地占补平
衡 ， 保 障 了 粮 食 安 全 。 到 2020
年，全市单位 GDP 占用建设用地
面积预计下降24.5%。

我市调整完善市、县、乡三级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优化耕地和基
本农田布局，落实了323.31万亩耕
地和 276.5 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任务，全面落实永久基本农田划定

“落地块、明责任、设标志、建表
册、入图库”任务，确保永久基本
农田划定成果上图入库、落地到
户，并逐级签订保护责任状。同时
开展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为“底
盘”，城市总体规划、环境功能区
划相协调的“多规融合”，建立规

划实施管控机制，严格守牢耕地和
永久基本农田红线。

在此基础上，全面建立耕地保
护补偿机制。各区县 （市） 建立了
覆盖全域的耕地保护补偿机制，以
奖代补资金实现差别化补偿，永久
基本农田补偿标准超过 60元/亩的
要求，最高达 100 元/亩，去年累
计安排耕地保护补偿金 1.77 亿元，
有效调动了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
保护耕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我市还开展耕地保护工程建
设，挖掘土地后备资源。先后启动

实施了慈溪徐家浦、宁海下洋涂、
象山道人山等多个围涂造地项目，
围垦规模 20 余万亩，共垦造耕地
10.4万亩。结合粮食生产功能区建
设、中低产田改造、农田水利标准
化建设等农田整治项目，全市累计
建成“工程优良、集中连片、设施
配套、高产稳产、生态良好、抗灾
能力强”的高标准基本农田 113万
亩，打造了以慈溪－杭州湾 10 万
亩现代生态农业区为主的多个集中
连片、高产稳产的高标准基本农田
建成区，推进“藏粮于地”战略实

施。
在围涂造地的同时，我市完善

节约集约用地制度，提高节约水
平。去年存量土地利用率同比增加
20%，既确保土地利用效益最大
化，又有效遏制占用耕地，促进耕
地保护。此外，全市共完成城镇低
效用地再开发1.34万亩，盘活存量
2.45 万亩，单位建设用地 GDP 产
出、工业用地亩产投资强度等重要
指 标 分 别 较 上 年 提 升 4.51% 、
19.8%，均超额完成了省下达的节
约集约用地工作年度目标任务。

我市构建“三位一体”耕地保护体系
连续19年实现耕地占补平衡，保障了粮食安全

昨天，月湖南部湖区清淤工程
进入尾声，治水施工单位抓紧时间
焊接铺设双向活水净化系统连通
管。据介绍，总长 2公里的连通管
争取在 5月底铺设就位，待活水净
化系统安装完毕后，启动由北湖往
南湖的引水作业，未经处理的湖水
通过这些水管，引入湖边新建的污
水处理设施提升净化，达到Ⅲ类水
的标准后再排入月湖。

（刘波 张立 摄）

本报记者 单玉紫枫
通讯员 张阳松 姚 珏

“这两天，我们就会派出一些
业务经理往约旦、阿联酋、沙特等
市场跑一跑。”昨天下午，宁波韩
电电器有限公司海外部总监王建明
刚开完市场分析会，就马不停蹄地
部署“抢订单”的人马。“今年一
季度，公司出口额增长了 15.6%，其
中‘一带一路’市场贡献率很高，现
在冰箱销售旺季马上要来了，我们
要及时掌握市场一线动向。”

来自市商务委的消息，今年一
季度，我市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出口额为 281.7 亿元，同比增长
20.4%，占全市出口额的 26.4%，我
市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同比
增长 67.2%。随着“一带一路”建设

的推进，这里无疑已成为甬企拓展
市场的“新风口”。

近年来，我市主动对接国家倡
议，推进“一带一路”经贸合作，
加快重点项目、重点园区建设。如
今，一大批相关项目正在有序推
进，“中国航海日”论坛长期落户
宁波，海天、中策动力、申洲织造
等企业境外产业园建设进展顺利。
宁波制造、宁波建造、宁波服务受
到越来越多沿线国家的欢迎，沿线
国家的产品、技术、资本也源源不
断地进入宁波。去年，我市在“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新设境外企业和
机构 38 家，中方投资额 7.5 亿美
元。

“公司现在是‘两条腿’走
路，不但主打产品在中东销量第
一，还抓住沿线基础设施建设商机

加快工程承揽进度。”浙江天时国
际有限公司总经理倪国明告诉记
者，最近公司在印度承揽了一项
3000 万美元的工程。“以工程承包
为先导，带动装备产品、技术、服
务联合走出去，自我壮大，填补市
场空白。”截至去年底，宁波企业
已在亚洲完成境外承包工程营业额
8.7亿美元，市场份额稳居第一。

“现在，狮丹努已在柬埔寨、
缅甸各开设两家成衣厂，总用工规
模 4000 人。下一步，公司将在越
南投资 1 亿美元，设立面料基地，
一 期 项 目 今 年 六 七 月 份 即 可 投
产。”宁波狮丹努集团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徐建昌告诉记者。

雅戈尔、百隆东方、斯蒂科……
在“一带一路”沿线设立生产基地的
一长串甬企名单中，部分龙头企业积

极抱团，集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促
进产业链对接和分工合作，从而实现
了产业的优化升级。据市商务委最新
统计数据，甬企已在“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和地区投资27.2亿美元。

诚然，“一带一路”作为经济
新引擎，给甬企带来了新机遇，但
项目点多面广，“走出去”企业常
面临“单打独斗”境地，在各方关系
的协调处理上力不从心。市商务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我市将加大

“一带一路”沿线印度、东南亚、中
东、非洲等区域拓展力度，重点打造
中东欧合作平台，争取中国-中东
欧投资贸易综合试验区试点，同时
推动东南亚、中东欧等境外合作园
建设，积极培育我市本土型跨国公
司，龙头带动，抱团“走出去”，
提高资源全球配置能力。

“一带一路”：新引擎释放“丝路红利”
——从一季报看宁波经济新动能③

水龙
卧“月”

宁波至余姚城铁有望下月开通
最高票价为14元，试运行期间执行票价不超过12元
从铁路宁波站北广场或余姚站刷卡进出站，随到随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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