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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俞永均 通讯
员胡泽波 诸葛煦荣） 昨日下午
3时，一趟从宁波舟山港铁路北
仑港站始发，开往丝绸之路经济
带重要节点西安的集装箱铁路班
列驶出浙江省界。车上装载着来
自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4
个标准箱乳制品。这是宁波舟山
港全力打造“一带一路”最佳结
合点的一个缩影。

自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
路”重大合作倡议以来，中国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
投资额持续增长，贸易量显著提
升。这给占全球物流90%比重的
海上运输带来了新机遇。

宁波舟山港主动出击，积极
拓展新货源，加大与全球航运巨
头合作，加强 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航线航班开
发力度。三年来，宁波舟山港

“一带一路”航线从 2014年的 74
条升至 2016 年的 82 条，全年航
班从 3780 班升至 4412 班，年箱
量从 838 万标准箱升至 908 万标
准箱。其中，东南亚航线从 20
条增至 28 条，成为东南亚国家
和日韩、北美等地开展国际贸易
货源的重要中转站。

上月底，北仑港区通用泊
位 集 装 箱 办 理 点 改 造 工 程 开
工。加上在建的穿山港区铁路
支线，到“十三五”末，宁波
舟山港可新增海铁联运年作业
能力超 100万标准箱。目前，宁
波舟山港北仑、镇海两个港区
直通铁路，作业能力达 45 万标
准箱，成为中国南方海铁联运

业务量第一大港。截至目前，全
港海铁联运班列开通 11 条，业务
范围涵盖江西、安徽、陕西、甘
肃、新疆等 12 个省份 20 余个城
市，并延伸至中亚、北亚及东欧
国家。

以海丝港口论坛为媒，广交
“一带一路”朋友。三年来，宁波
舟山港先后与马来西亚巴生港、
德国汉堡港务局、德国威廉港集装
箱码头亚德港-营销有限公司等签
订友好合作协议。截至目前，已与
英国菲利克斯托港、法国马赛港、
意大利利沃尔诺港、西班牙希洪
港、埃及塞得港、斯里兰卡科伦坡
港等 13 个“一带一路”沿线港口
建立了友好港关系。与此同时，宁
波舟山港还与总部位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全球航运巨

头加强沟通，通过共同出资运营穿
山港区集装箱码头等方式，实现了

“大港”与“大船”的强强联手。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

来，宁波舟山港实现了“三年三大
步”：2014 年，集装箱吞吐量超越
韩 国 釜 山 港 跃 居 全 球 第 五 位 ；
2015 年 ， 集 装 箱 吞 吐 量 首 破

“2000 万”标准箱，超越香港港跃
居全球第四位；2016 年，集装箱
吞吐量增幅位居全球主要港口首
位，货物吞吐量继续保持全球第
一位，成为全球首个超“9 亿吨”
大港。

根据规划，到 2020 年，宁波
舟山港货物吞吐量将力争达到 10
亿吨，集装箱吞吐量在 2600 万标
箱以上，成为服务“一带一路”和
长江经济带的战略支点。

82条航线拓展“一带一路”腹地
宁波舟山港与13个沿线港口建立友好港关系

本报记者 张璟璟

经过近 7 个小时的高铁旅
途，昨天下午，记者抵达首都北
京。

初夏的北京，满目苍翠，蔚
蓝的天幕下，古老而现代的北
京，显得格外迷人。

顾不上休整，换乘了 3条地
铁，记者火速来到了“一带一
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会场
之一——国家会议中心。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将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开幕
式、高级别会议全体会议和 6场
平行主题会议，高峰论坛期间，
在这里还设立了新闻中心，为中
外记者提供信息、网络等媒体服
务。

国家会议中心位于北京奥林
匹克公园中心区内，临近国家体
育场“鸟巢”、国家游泳中心

“水立方”。
在会场外，各种指示牌、宣

传牌已经张贴好了。通信设备、
安保措施都已就绪，看得出来，
北京已经准备好了，就等各国元
首到来。

在国家会议中心前的广场，
不少游人围着一座金灿灿的桥拍
照。这座桥叫“丝路金桥”，寓
意搭起了一座交通互通、和平发
展、共赢共生的世界和平之桥，
底部是用鲜花摆成的五彩丝带花
毯。

据了解，“桥”的造型设计
灵感来自中国的赵州桥，并以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五十多
种国花和市花为原型，制作丝绸
绢花，嵌入“丝路金砖”中，寓
意为各国各民族带来好运和祥
瑞。

在围着“丝路金桥”不停拍
摄的人群里，我遇到了来自北京
朝阳区摄影协会的王先生。王先
生说，峰会气氛越来越浓了，路
灯挂上了宣传旗帜，天安门广场
周围装饰了彩灯。高峰论坛期间
不实施机动车单双号限行，也不
放假，我们的生活和平常差不
多。

说起宁波，王先生表示，虽
然没去过，但知道宁波是沿海漂
亮的港城，海鲜挺多的，以后一
定去宁波转转。

将镜头对准“丝路金桥”的

还有志愿者小陈。小陈告诉记者，
半年前他就接到了拍摄“一带一
路”高峰论坛志愿者宣传片的任
务，这半年里他用镜头记录了大学

生志愿者为盛会顺利召开的辛勤付
出。

今天，记者将前往高峰论坛设
立的新闻中心探营。

迎接盛会，“北京准备好了！”
本报特派记者探营国家会议中心

本报讯（记者董小芳） 昨天
下午，全市统一战线召开动员会
议，部署落实“大脚板走一线、
小分队破难题”专项行动。市委
常委、统战部部长梁群出席会议
并讲话。

会议强调，全市统一战线要
解放思想、锐意改革、加强调
研、精准发力，以“实”促变、
以“新”提效、以“质”促成，
真正打开攻坚破难新局面。要把
遇事担责、遇难破难作为职责所
在、使命所在，带头抓垂范；要
坚持脚步到一线、精力到一线，
真正做到问政、问需、问计于
民；要精准定位，集中优势资源
突破事关全局的关键环节；要立

足拓展，以思路领先确保工作领
先、发展领先；要专心谋事，加快
创设有利于工作创新发展的体制机
制；要挂起作战图、明确时间表，
争分夺秒清钉除障。充分发挥统一
战线的优势和作用，协同联动，在

“对标中心”中发现问题，在“正
视短板”中找出问题，在“攻坚破
难”中确定问题，聚焦“痛点”

“堵点”，动真格、出实招。
会上部署了包括筹建“世界宁

波人”总会、建设统一战线智库、
推进港澳台海外资金引进和甬商回
归等在内的 17 项具体攻坚项目，
并同时发布了宁波市统一战线开展

“汇聚统战力量、共建名城名都”
行动实施方案。

全市统一战线
召开动员会议
部署落实“大脚板走一线、小分队破难题”专项行动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胡章） 我市已正式进入汛期，
防汛防台是一年一度的重要工
作。昨天，市防指召开第一次全
体成员暨全市防汛工作视频会
议，市防指指挥、副市长卞吉安
参加会议并作部署。

根据市气象部门预测，今
年我市气象灾害中等偏重，年
景偏差，预计将有 3 至 5 个台风
明显影响我市，影响程度较去
年重。

目前，全市汛前检查已经完
成，进入整改阶段。市防指对 18
个重点防汛隐患和薄弱环节列出了

“隐患整改清单”，以整改销号的方
式逐项开展整改督办。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
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持常
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从注
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
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
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
变。

全市防汛工作
视频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李宁 王亚达） 昨天，2017
年宁波市职业教育宣传月启动仪
式暨“工匠精神”培育提升工程
推进会在鄞州职教中心举行。副
市长许亚南出席活动。

会上，2 所世界技能大赛中
国集训基地，市级首批 4所中职
名校立项学校、8位中职名师及
名师工作室立项项目、7位中职
大师及大师工作室立项项目、8
个中职骨干专业立项专业、7个
中职优势特色专业立项专业正式

授牌。
今年的职业教育宣传月活动以

“推进产教融合，打造大国工匠”
为主题，活动时间是 5 月中旬至 6
月中旬。活动期间，市教育局将通
过职业学校开放日、师生技能才艺
展 示 、“ 立 德 树 人 印 象 宁
波”——职业学校德育巡礼、学习
劳模志愿服务、招生咨询、“校企
通大讲堂”等系列活动，展示职业
教育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中高职
衔接、普职融通、课程改革等方面
取得的办学成果。

2017年宁波市
职业教育宣传月启动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刘训华 游玉增） 昨天上午，
国内首家海洋教育研究机构“海
洋教育研究中心”成立暨《海洋
教育学概论》编撰会议在宁波大
学举行。来自教育学、心理学、
海洋学等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及
研究生代表40余人参加了会议。

据悉，新成立的“海洋教育
研究中心”将发挥宁大已有的海

洋教育研究基础和宁波滨海的区位
优势，力争建成海洋教育相关研究
及成果的交流平台、人才培养平
台、传播平台和文献数据平台；有
利于整合宁大教师教育学院、海洋
学院、海运学院等相关学院的学科
资源，实施文理学科交叉、融合发
展，服务宁波大学省属重点大学建
设，也有利于占据全国海洋教育研
究学术制高点。

“海洋教育研究中心”
在宁大成立
为国内首家海洋教育研究机构

本报讯（记者冯瑄 通讯员
宣浩峰） 在昨天召开的 2017 中
国化工园区与产业发展论坛上，

“2017中国化工园区 20强”评选
结果出炉，我市大榭开发区和宁
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榜上有
名。

绿色发展是化工园区 20 强
评选的重要标准。据了解，今年
新 出 炉 的 “ 中 国 化 工 园 区 20
强”每平方公里土地增加值产出
率达到 9.7 亿元，单位万元工业
增加值能耗1.93吨标煤，单位万
元 生 产 总 值 化 学 需 氧 量

（COD） 排放量 0.32千克，单位
万元生产总值二氧化硫 （SO2）
排放量0.95千克，平均产业关联

度在46%左右。
“2017中国化工园区 20强”主

要还包括上海化学工业经济技术开
发区、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
区、南京化学工业园区、江苏扬子
江国际化学工业园、江苏省泰兴经
济开发区、扬州化学工业园区、淄
博齐鲁化学工业区、东营港经济开
发区等。

论坛还评选出了“2017 中国
化工潜力园区 10强”。主要包括天
津南港工业区、福建漳州古雷港
经济开发区、大连长兴岛 （西中
岛） 石化产业基地、中国化工新
材料 （聊城） 产业园、镇江新区
新材料产业园、青岛新河生态化
工科技产业基地等。

“中国化工园区20强”
我市占两席
大榭开发区、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榜上有名

本报讯（记者徐欣 江北记者
站张落雁 通讯员韩彦杰） 5 月 4
日，江北区主要领导来到压赛大通
河、后姜河、慈江流域支流国庆横河
等地，实地督查河道剿劣整治工作，
在现场找问题、查源头……自省委、
省政府吹响“全面打赢劣Ⅴ类水剿
灭战”号角以来，江北全区上下自觉
把剿劣行动融入城乡“大整治、大
拆违、大淘汰”环境提升深化行动
之中，一线破难，集中攻坚。

近日，计划总投资 2.3 亿元的

城市小区污水零直排项目开工建
设；总投资 3.3 亿元的姚江新区启
动段滨江景观工程正在紧张施工
……一系列关乎民生的重大项目在
江北多点开花。

紧抓“义甬舟大通道”“宁波
舟山港一体化”“宁波都市圈”重
大战略机遇，江北用实际行动诠释

“大脚板走一线、小分队破难题”
专项行动精神，按照“一名区领
导、一套工作班子、一张任务清
单”的要求，全力破解阻碍区域发
展的“硬骨头”“死钉子”，努力加
快建设宜居宜业的现代化滨水品质
城区，为宁波建设“名城名都”作
出“江北贡献”。

深入一线，狠抓重点，精准落
实，坚决向困难亮剑，江北党员干部
用“大脚板”踏平坎坷，踏出效率。未

来五年，江北将建设全省领先的创
新型城区，同时努力推进“全域都市
化”“全域景区化”，建设生态优良、
环境优质、形象优秀、品质优越的

“美丽中国”四优城区，成功打造
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区。

为着力破解阻碍区域发展的重
点难点问题，今年 2月开始，江北
开展区领导“一线破难·集中攻
坚”行动，有效确保了区委、区政
府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同时，
组建区重点工作综合督查组，由担
任过区人大、区政协领导职务的同
志担任组长，重点开展治危拆违、
四路两侧精品示范线路创建、小城
镇综合整治、拆迁“清零”、落后
产能淘汰、“污水零直排区”创
建、村庄环境整治、“顽疾沉疴”
破难等专项工作督查，对工作中存

在问题揭短、挑刺、亮丑，切实推
动问题解决。

为确保“一线破难·集中攻
坚”行动有效开展，针对重点工作
推进落实中的表现，江北开展了干
部“一线破难”表现全程纪实工
作，通过实情收集、实绩分析和实
效运用，进一步完善依事见人干部
工作机制，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
向，着力锻造“四铁”干部队伍，
在全区形成攻坚克难、敢于担当的
整体工作氛围。

用实干诠释诺言，用实绩兑现
承诺。今年一季度，江北全区完成
固定资产投资95.4亿元，同比增长
12.1%，增幅列全市前三，顺利实
现固定资产投资开门红，其中第三
产业完成投资88.8亿元，同比增长
18.0%。

用实干诠释诺言 用实绩兑现承诺

江北“一线破难·集中攻坚”
助力品质城区建设

大脚板走一线 小分队破难题

国家会议中心前广场上的“丝路金桥”。 （张璟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