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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4级；20℃-17℃

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东到东南风4-5级
今日市区空气质量预测：优至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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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甬城
多过程性降雨

看宁波看宁波央媒

本报讯（记者项一嵚 慈溪记
者站卢萌卿 邵滢） 开拓高端汽车
轴承，做大机器人轴承，开发劳力
士手表轴承，慈溪市轴承行业领头
羊慈兴轴承有限公司在转型升级路
上持续奔跑。近日，该公司投资
3000 万元打造轴承数字化改造车
间，实现轴承智能装配生产过程
100%自动化。改造后，一个车间
预计年新增销售额1亿元。

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大潮中，慈
溪市委市政府用创新实践回答“从

工业大市迈向工业强市”的重要命
题。今年第一季度，市本级实现规
上工业总产值285.77亿元，同比增
长 17.2%；高新技术产业占规上工
业的比重达到 45.5%；新产品产值
91.61亿元，同比增长24.3%。时隔
六年再次收获规上工业总产值两位
数增长率。今年，慈溪市坚定工业
立市、实业兴市目标，全力争创经
济转型升级示范区。出台《“中国
制造 2025”慈溪行动纲要》，加快
培育智能经济，引入千亿资金推进
本市企业培育和高成长性企业招
引，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加
快创新项目审批速度。一季度市本
级新批工业技改项目 123个，比去
年同期增长 55.7%，其中零土地技
改项目113个。

“四新”活力植入老牌优势产

业，换来厚积薄发的转型佳绩。新
技术巧破产能过剩难题。先锋电
器针对不同使用场景改进产品技
术，建立业内唯一的气候模拟实
验室和全国首条油汀全自动生产
线，把看似寻常的电暖器做出 15
亿元年产值。瞄准新产业，不少民
营企业积极向新材料、医疗器械和
智能装备等领域转型。慈溪还设立
了 1 亿元经济和信息化产业基金，
重点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大潜力、低
能耗、高产出的项目。借力“互联
网+”，新业态方兴未艾。目前，
慈溪市90%以上的规上工业企业开
展电子商务，去年实现电商销售额
163.1 亿 元 ； 两 化 融 合 发 展 指 数
88.42， 位 居 全 省 一 类 地 区 第 五
名。众创众筹等新模式，让工业制
造也能“小而美”。通过线下咖啡

厅与线上微信群“共振交流”，由
当地39位企业家众筹330万元建立
的创客码头众创空间已引入 7个智
能制造项目。

百尺竿头，多家规上工业企业
开启转型“加速度”。近日，2017
年全省重大工业项目计划出炉，公
牛集团年产 1.5 亿只电源连接器生
产线建设项目列入其中，目前已完
成投资 4.5 亿元。从电源转换器起
家的公牛集团已成功向墙壁开关、
LED 照明、数码配件三大领域延
伸发展，多款智能数码产品供不应
求。

“技改风暴”席卷慈溪。安装
MES（生产执行系统） 后，生产灯
具的飞拓电器彻底实现了生产工艺
无纸化和闭环式智能管理，大幅降
低了出错概率和管理成本。

慈溪：从工业大市迈向工业强市
一季度工业技改项目和规上工业总产值分别增长55.7%和17.2%

本报讯（记者余建文 象山
记者站俞莉 陈光曙） 5 月 1 日
上午，全国海洋伏季休渔专项执
法行动启动会在浙江宁波主会场
和辽宁大连、海南三亚两个分会
场同步举行, 代表东海、黄渤
海和南海三大海区同步休渔、同
步执法,开启 2017 年新伏休制度
监管大幕。

启动会由农业部和中国海警
局联合举办。农业部副部长于康
震、中国海警局副局长陈毅德和
浙江省副省长孙景淼出席象山石
浦的主会场启动会。

今年，农业部对已实施 20
多年的伏休制度进行了有史以来
最大力度的调整和完善，统一并
延长了休渔时间，扩大伏休船舶
范围，实现全国“一盘棋”，有
利于沿海各职能和监管部门统一
步调，形成合力，促进海洋渔业
资源养护和恢复。

启动会上，农业部和中国海
警局领导对今年全国海洋伏季休
渔工作进行了部署，要求涉海涉
渔地区根据各海区实际情况，在
执法各环节、各领域密切协作配
合，努力打造陆地、港口和海上

“三位一体”链条式监管，不留
盲区、不留死角，严厉打击违规

出海作业，集团性违规、暴力抗法
等行为，加大对涉渔“三无”船舶
打击力度和涉渔刑事案件的侦办力
度，形成高压震慑态势，以确保海
洋伏季休渔制度有序实施。

上午 11 时 30 分，现场启动仪
式正式开始。

石浦渔民代表黄根宝发言表态，
将坚决按要求做到“船进港、证集中、
网入库、人上岸”。随后，海警、渔政执
法人员代表庄严宣誓，严守纪律、严
格执法，依法查处各类违反伏休规定
行为，确保新伏休制度顺利实施，维
护好沿海渔民群众的正当合法权益。

随后，主会场大屏幕相继接入
大连、三亚两地分会场信号，向主
会场报告伏季休渔执法准备就绪。

上午 12时整，随着于康震一声
令下，三枚信号弹同时腾空而起，12
艘蓄势待发的海警、渔政执法船鸣
笛启航，2017 年全国海洋伏季休渔
专项执法行动正式启动。

副市长卞吉安出席主会场启动
会。全国沿海各省（区、市）渔业行政
主管部门及其所属渔政监督管理机
构负责人，部分重点渔业地市政府分
管领导、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以及中国
海警各分局、总队的负责人到场参
会；中央外办、公安部等有关部门司
局负责人受邀参加主会场启动会。

全国海洋伏季休渔
专项执法行动象山鸣枪
宁波、大连、三亚三地同步举行

经济日报记者 郁进东

但见机器动，不闻人语声
——记者近日在浙江宁波国家高
新区均胜电子数字化车间二楼看
到，奔驰品牌的中控空调出风口
以每 7秒生产一个的速度，飞速
出货。在智能化改造前，这条生
产线需要工人5名，25秒才能生
产一件产品，如今只需 1名工人
就可以完成操作。

均胜打造一流的智能车间，
而相隔百公里的慈星集团正努力
建设全球化的智能工厂。慈星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李立军说，在
智能工厂里，“以往针织行业工
人排排坐，忙着纺纱织布的场景

全然不见了”。目前，慈星集团已
在全球售出了 18 万台智能化针织
横机，根据客户的要求，这家公司
正谋划提供整体智能化解决方案，
引入各类原料供应商，并将其接入
统一的云平台。慈星的努力方向就
是将生产环节与设计、财务、业
务、销售集成到一个数据系统中，
实现生产工艺仿真化、生产过程智
能化、生产状态自适应监控，随后
将这些数据再放上云端，依托大数
据打造真正的智能化协同制造。

智能制造已经成为宁波振兴实
体经济的突破口。2016 年，宁波
获批“中国制造 2025”首个试点
示范城市。2016 年，宁波规模以
上智能制造装备工业企业已达 560
家，实现工业总产值 577.15 亿元，
出口交货值135.42亿元。

3月29日出台的 《宁波市智能
制 造 工 程 三 年 攻 坚 行 动 计 划

（2017—2019） 》 提 出 ， 3 年 内 ，
宁波将持续推进制造业的自动化、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到
2019 年，智能装备产业规模将接
近1000亿元，形成年产7万台成套
装备、机器人整机的产能规模，智
能核心技术装备在重点行业、产业
集群和块状经济区域得到较广泛应
用。 【下转A5版】

致力打造“千亿级”智能装备产业

宁波为实体经济
插上智能翅膀

本报讯（记者吴向正） 昨日上
午，我市在市行政中心南广场隆重
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五一”国
际劳动节。

昨日早晨阳光灿烂，市行政中
心南广场绿树成荫、鲜花绽放，洋
溢着祥和、喜庆的节日气氛。一大
早，甬城各界代表满怀节日的喜悦
和对祖国母亲无限的热爱，纷纷从
四面八方赶到这里。幼儿园儿童代
表、中小学生代表、青年代表来了，

机关干部代表、公检法干警代表、城
管干部代表来了，还有企业职工代
表、街道社区群众代表、部队官兵代
表也来了，他们来到广场上，面向旗
杆整整齐齐地排好了队。

许多市民早就通过本报报道等
途径得到消息，他们也怀着激动的
心情，来到广场参加升旗仪式，有老
人，有青年，还有随年轻父母一块前
来的孩子。不少摄影爱好者特意起
了个大早，来到广场“抢占”拍摄点。

自发参加的群众有秩序地聚集
在观礼区域，一面面小国旗在他们
的手中挥动着、挥动着……升旗仪
式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的目光注
视着前方的旗杆，急切地等待升旗
仪式开始。

8时，一队英姿飒爽的武警战士
迈着正步，护卫着国旗，走向升旗台。
接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
社会各界人士深情凝视国旗，一起高
唱国歌。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在高高的旗杆上迎风招展……
升旗仪式结束后，很多人在国

旗前合影留念，表达对伟大祖国的
无限深情和美好祝愿。

市有关部门负责人、社会各界
代表和群众等 2000 余人参加了升
旗仪式。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宋越
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翁鲁敏，
副市长褚银良，市政协副主席林静
国等参加了仪式。

我市隆重举行庆“五一”升国旗仪式

本报讯（记者张正伟 江北
记者站张落雁 通讯员施林峰）
槐树路旧城区改建项目、爱柯迪
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生产线项目、
永久磁业钕铁硼稀土永磁材料生
产线项目……近日，江北区正式
公布了2017年首批实施的114个
重点项目 （重大前期项目） 计
划，总投资额达到1309亿元。

江北区今年首批实施的重大
项目主要聚焦产业提升、民生改
善、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将全
面助力创新高地、美丽之城、文
化强区、开放都市和幸福家园建
设 ， 其 中 今 年 计 划 新 开 工 25
个、续建 40 个、竣工 20 个，总
投资额141亿元。

为提升工业有效投资和资源利
用率，江北区将通过 48个产业提升
项目发展都市工业和服务业，力争
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 560 亿元。全
面实施“中国制造 2025”江北行动
计划，发展新装备、新材料、新能源
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推动服务业扩容提质，培育壮大
商务中介、文化创意、高端医疗等新
兴服务业，打造港航物流、金融保
险、类金融等特色集聚平台，力争服
务业营业收入突破1100亿元。

江北今年将投资 231亿元，重
点开展农林水利、道路交通、其他
设施等 37 个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启动建设江北全民健身中心、姚江
二通道 （慈江） 工程堤防整治及沿

线泵闸工程、西洪大桥及接线工程
等项目。此外还将启动、建设 10
个社会民生项目，主要涉及社会事
业、保障房、棚户区改造等领域，
其中复星集团投资开发建设的星健
兰庭养老项目已经完成主体工程建
设，年内可基本完工；江北中学二
期、孔浦村安置房等项目将加快转
化为新开工项目。

江北始终将重大项目作为推进
品质城区建设的重要抓手，去年超
额完成年度计划，在全市重点工程
考核中排名第一。今年，该区将深
入实施区领导联系制和“破难联
动”工作机制，深入一线解难题、
推项目、促发展，加快推进重点项
目落地。

江北启动百大项目建品质城区
总投资超1300亿元

4 月 29 日，《经
济日报》 在头版头

条位置，以 《致力打造“千亿
级”智能装备产业，宁波为实体
经济插上智能翅膀》为题，介绍
了我市智能制造产业发展现状和
未来三年的攻坚行动计划。以下
为报道全文。

编者按

昨天，到宁波博物馆专程观看《诸侯的礼乐——来自周王朝曾国的
青铜瑰宝》的市民络绎不绝。图为在“体验编钟”展区，参观者通过敲
击编钟复制品，聆听两千多年前的绕梁回响。 （记者 丁安 摄）

跨越两千年
的回响

图为在宁波市行政中心南广场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升国旗仪式。 （周建平 摄）

我市拆违治危
全速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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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对朝政策
特朗普
联络亚洲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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