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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市党代会精神

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 日
前，中共中央决定：车俊同志任浙

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同志不再担任
浙江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中共中央决定

车俊任浙江省委书记

本报讯（记者陈飞） 昨日，市
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次会
议，通过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
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各工作委
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和宁波市人大常
委会《关于全面提升履职能力、更
好促进“名城名都”建设的决定》
以及有关人事任免事项。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余红艺，副
主任翁鲁敏、王建康分别主持会
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谟敦、
王建社、俞雷和秘书长王霞惠出席
会议。市长裘东耀、常务副市长宋越
舜、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周招社、市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戎雪海、宁波海
事法院院长陈惠明列席会议。

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市十五届人
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组成
人员名单草案和市十五届人大常委
会各工作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草案
及相关说明，并表决通过以上两组
名单 （名单见第2版）。

会议表决通过宁波市人大常委
会《关于全面提升履职能力、更好
促进“名城名都”建设的决定》。决
定指出，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要坚
持党的领导，提升忠诚履职的能力；

要坚持勇于担当，提升服务大局的
能力；要坚持法治思维，提升依法行
权的能力；要坚持人民至上，提升为
民谋利的能力；要坚持与时俱进，提
升创新发展的能力；要坚持高标看
齐，提升勤政廉洁的能力。

会议经无记名投票表决，通过
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市长裘
东耀和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戎雪海
分别提请的有关任免事项 （任免名
单见第 2 版）。余红艺为新任命人
员颁发任命书。3位新任命的政府
人员作为代表和新任命的 1位副检
察长分别作表态发言。

余红艺在会上代表市人大常委

会向各位新任命人员表示衷心的祝
贺。她指出，一张任命书，象征着
国家权力，昭示着公仆责任，凝结
着组织信任，代表着人民重托，承
载着群众期望。希望各位新任命的
同志倍加珍惜党和人民赋予的权
力，倍加珍惜组织的厚爱和重托，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自
觉接受人大监督，提高依法行政水
平，强化改革创新，牢记为民宗旨，
恪尽职守、竭尽全力，创造新业绩，
开创新局面，为加快推进“名城名
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余红艺对市人大常委会的自身
建设工作提出了要求。她指出，市

人大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要不辱使
命、不负重托，自觉贯彻落实关于
全面提升履职能力更好促进“名城
名都”建设的决定，努力提高履职
能力。要加强理论学习，增强政治
自觉，提升法律素养；要强化大局
意识，突出履职效能，展现责任担
当；要严明纪律规矩，发扬优良作
风，彰显勤廉本色。

会议期间还举行了“宪法和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与实践”专题
讲座，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周晓
峰授课。

会议结束后，市人大常委会新
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
通过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和各工作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通过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全面提升履职能力 更好促进“名城名都”建
设的决定》，任命和决定任命国家机关有关人员

余红艺讲话

大雨如注。余姚市公安局阳明
派出所刑侦民警胡建江被推出了北
仑区人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此
时，他面色惨白。

就在四天前，34 岁的胡建江
在抓捕毒贩时被刺中肱动脉，仍奋
力追捕，直到扑倒毒贩，送到医院
时已失血2000多毫升。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唐一军指
示：全力抢救！

“我给组织添麻烦了！”胡建
江对前来探视的局领导说，一句
话让同事们无语凝噎。看到怀孕
的妻子，铁骨铮铮的男儿竟泪湿
双眼。从警 11 年，他欠了家人太
多。

胡建江，是千千万万警察中
的普通一员，用自己的鲜血乃至
生 命 ， 守 护 着 人 民 的 平 安 与 幸
福。

面对凶狠的毒贩，他
挺身而上

4月21日，余姚警方在秘密调
查数月后，决定对一起涉毒案件发
起统一收网行动。这起涉毒案件是
余姚近年来抓捕贩吸毒人员最多的
一次。在抓捕行动开始前，指挥部
抽调警务人员，对多名任务“目

标”进行了细致的分配。
阳明派出所刑侦小组长胡建江

的任务“目标”姓石，家住北仑柴
桥街道，是一名重点贩毒人员，为
此指挥部还为胡建江配备了手枪。

涉毒案件中，一有风吹草动，
嫌疑人就会销毁毒品，来个死无对
证，因此警方往往进行秘密行动，
以提高抓捕成功率。

【下转第11版③】

缉毒英雄胡建江：

血染的风采

本报记者 唐慧卿 王晓峰 通讯员 陈剑锋 龚利波

本报讯（记者吴向正） 4 月
24 日 至 26 日 ， 由 全 国 政 协 委
员、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
齐让，全国政协委员、教科文卫
体委员会副主任陈小娅率领的全
国政协视察团，在省政协副主席
张泽熙陪同下，在甬就“深入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情况进行
视察。市政协主席杨戌标，副市
长陈仲朝、市政协副主席郁伟年
和秘书长陈文祥等陪同视察或参
加相关活动。

视察组成员还有全国政协常
委、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副局
长甘霖，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
央副主席傅惠民，全国政协委
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
任卢中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
工程院院士李卫等。

24 日下午，视察组召开座谈
会，听取了省科技厅负责同志关
于浙东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
建工作的相关汇报。宁波市政府
和温州、舟山、台州市科技部门围
绕推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建

工作，也分别在会上作了发言。据介
绍，浙江省正以宁波国家高新区为
核心，全力推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创建工作。浙江省拟在浙东南地
区（含宁波、温州、舟山、台州 4 市）
创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与杭州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联动互补。

视察组对浙江省，特别是宁波
等地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全力推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建
工作予以充分肯定。视察组认为，在
浙东南地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有利于进一步激发民营经济活
力，推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实施
和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发展，对探索
以创新引领实体经济转型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视察组还就强化民营企
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民营经济转
型升级、服务“一带一路”、加强人才
建设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

在甬期间，视察组一行实地考
察了韵升控股集团、中银 （宁波）
电池有限公司、宁波激智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中科院宁波材料所、
宁波大学等单位。

全国政协视察团来甬视察
齐让陈小娅率团 张泽熙杨戌标等参加

本报讯（记者易鹤） 4月 26
日中午，新加坡经贸代表团抵甬
访问。市委副书记、市长裘东耀
会见了由新加坡文化、社区及青
年部，贸工部高级政务部长兼浙
新经贸理事会新方主席沈颖率领
的新加坡经贸代表团一行。

裘东耀对沈颖一行的到访表
示欢迎，对新加坡多年来关心支
持宁波发展表示感谢。他说，甬
新合作基础良好、内容丰富、空
间广阔，一批重点合作和招商引
资项目正在顺利推进。目前宁波
上下正按照市党代会和市两会确
定的“名城名都”建设目标任
务、思路举措认真抓落实，新形
势下双方合作前景更加广阔，希
望两地携手共同努力深化各领域
交流合作，推动甬新合作迈上新
台阶，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发
展。

沈颖说，新加坡与宁波的友好
合作在前期成功实践的基础上，正
不断向更宽领域拓展。在新形势
下，希望双方进一步巩固友好合作
关系，扩大合作交流领域，特别是
深化规划、城建、电子商务、教育
等领域的合作，在更广阔的平台上
寻求更多商机，努力打造“一带一
路”合作样板。

据悉，新加坡是我市第八大外
资来源地。截至上月底，新加坡在
甬累计批准的外商投资项目 339
个，合同外资 21.68 亿美元，实际利
用外资13.96亿美元。宁波累计批准
在新加坡投资的企业和机构 55家，
备案（核准）中方投资额5.4亿美元。
今年前两个月，我市对新加坡进出
口额1.85亿美元，同比增长94.1%。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杭州湾
新区党工委书记俞雷，新加坡驻上
海总领事罗德伟等参加座谈。

新加坡经贸代表团访甬
裘东耀会见代表团一行

本报讯（记者俞永均 鄞州记
者站章燕飞 杨磊） 宁波广告产业
迈向专业化、集约化、国际化新阶

段。昨日，国家工商总局正式向宁
波广告产业园授予“国家广告产业
园区”牌匾。这是我省第二家“国
字号”广告产业园区。

广告业作为现代服务业和文化
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十三
五”时期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引导
扩大消费，推进宁波实施“中国制
造 2025”的有效手段，是拉动区

域经济增长和塑造地方品牌的重要
力量。

四年来，宁波广告业快速发
展，广告经营额从 2012 年的 34.2
亿元增长到 2016 年的 79.3 亿元，
年均增长率超过20%。其中，位于
宁波南部商务区的宁波广告产业园
成为我市广告产业加速起飞的有力
推手。自2013年4月被列入国家级

广告产业试点园区以来，宁波广告
产业园着力打造广告创意设计、互
联网广告、广告影视制作等三大产
业基地，引导广告龙头企业向园区
集聚，拉长产业链。截至去年底，
园区累计入驻企业 518家，从业人
员 8500 余名，年广告经营额 27.6
亿元，占全市的份额达34.6%。

【下转第11版①】

宁波广告产业园晋升国家级
为省内第二家，位于南部商务区

据新华社大连 4 月 26 日电
我国第二艘航空母舰下水仪式 26
日上午在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大
连造船厂举行。

第二艘航空母舰由我国自行研
制，2013 年 11 月开工，2015 年 3 月
开始坞内建造。目前，航空母舰主船
体完成建造，动力、电力等主要系统
设备安装到位。下一步，该航空母舰
将按计划进行系统设备调试和舾装
施工，并全面开展系泊试验。

图为航空母舰在拖曳牵引下缓
缓移出船坞，停靠码头。

（新华社发）

我国第二艘
航空母舰下水

躺在病床上的胡建江。 （图片由余姚公安部门提供）

微信朋友圈里流传一句话：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
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你之所以看不见黑暗，是因为有很

多勇敢的人，用青春和生命，把黑暗挡在了你看不见的地方，让人们在
没有阳光时，也不会畏惧黑暗。2016年，全国有 362位人民警察因公牺
牲，有 4913人因公负伤；2017年以来全国又有 45名民警把生命奉献给
了事业。他们是和平年代流血最多的职业群体，也是最可爱的人。

【题记】

医保基金审计风暴显成效
追回被挤占挪用骗取的医保资金3211万元

“萨德”部分装备在韩部署
中方向美韩表明严正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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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何峰 通讯员
董艳琳） 为进一步推动我市乡村
旅游由点状发展向集聚发展转
化，提升乡村旅游品质，2017
年乡村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评审
于日前举行，专家通过观看视
频、听取创建单位汇报和区县

（市） 推荐说明、提问等环节后
进行独立打分。根据得分高低，
鄞州区横溪镇、余姚市大岚镇、
镇海区九龙湖镇、北仑区春晓街
道和宁海县桑洲镇成为 2017 年
宁波市乡村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
单位。

我市去年在全国率先推出乡村
旅游全域化模式。象山县茅洋乡等
4个乡村全域旅游示范区，以创建
工作为抓手，进一步提升了乡村旅
游环境、完善了公共服务设施、推
动了产业要素集聚、丰富了旅游业
态，管理更规范有序，服务品质更
优良，区域接待能力明显提高，成
为能全面满足游客体验需求的乡村
旅游目的地。乡村全域旅游示范区
创建工作被各部门广泛认可，今年
的创建评审得到了区县 （市） 和各
乡镇的积极响应，共有 11 家单位
申报参评。 【下转第11版②】

我市乡村全域旅游扩容
横溪等五镇（街道）成为第二批示范区创建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