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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章升 慈溪记
者站邵滢） 巧借杭州的一块地，创
建集异地研发孵化、驻地招商引
智、区域经济协作功能于一体的
前方基地，日前，慈溪市政府与浙
大网新集团、华联集团合作共建、
市场化运作的创新创意 （杭州） 飞
地揭牌，在区县 （市） 中第一个

“吃螃蟹”。
飞地建设是列入慈溪市“互联

网+”行动计划的一个重要项目。

“我们不仅把‘杭州飞地’作为一
个柔性用才载体，为市内企业在大
都市招引人才、借脑研发提供‘暖
巢’式服务，而且把它作为慈溪面
向杭州的开放发展窗口与区域协作
平台，让本地智能经济主动对接杭
州信息经济，为唱好宁波杭州‘双
城记’探索新的路径。”慈溪市政
府主要负责人表示。

慈溪市创新创意 （杭州） 飞地
位于杭州华联星光时代大厦。开园

之初，6000 平方米的飞地面积就
已“消化”过半，不仅有一批慈溪
企业研发团队签约进驻，还引进了
3个市外人才团队。“企业发展要靠
人才。我们的计划是将公司总部留
在‘老家’慈溪，将 IT研发团队放在
杭州。以前团队‘寄人篱下’成本高、
管理难，现在借助飞地提供的‘主场
优势’，可以进一步做大研发团队
了！”宁波祈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方曙光说。

“工作生活在杭州，服务贡献
为慈溪”——慈溪市的这种柔性引
才新模式，为县域城市拓宽引才渠
道、创新引才模式提供“慈溪样
本”。宁波市高层次人才发展专项

办负责人表示，“‘杭州飞地’的
建成，不仅将打通慈溪企业转型升
级对创新资源的迫切需求和杭州高
端人才技术资源充沛供给的通道，
实现人才需求链与供给链的有效对
接，而且将打通人才项目在大城市
孵化和本土产业化联动发展的通
道，实现区域创新资源与产业结构
的优势互补。”

据悉，“杭州飞地”落成后，
慈溪市还将创建深圳、北京、上海飞
地，通过飞地联网，对接市内的三个
转型孵化群落与五大产业基地，实
施高端人才嫁接、创新要素导入、产
业资源共享、现代金融保障，打造智
能经济孵化链的“慈溪样本”。

异地研发孵化 驻地招商引智 区域经济协作

宁波首个创新创意飞地“筑巢”杭城

本报讯（记者董小军 通讯员
史红萍） 昨天，宁波海事法院依法
受理宁波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
艾 伦 · 门 多 萨 · 塔 布 雷 （AL-
LAN MENDOZA TABLATE）
犯交通肇事罪一案。该案是宁波海
事法院作为管辖海事刑事案件的试
点法院所受理的首例海事刑事案
件。

2016 年 5 月 7 日 凌 晨 3 点 34
分，马耳他籍散货船“卡塔利娜”

（CATALINA） 轮在从中国连云港
驶往印度尼西亚途中，在浙江象山

沿海南韭山岛东偏北约 72 海里附
近海域，与山东石岛籍渔船“鲁荣
渔 58398”轮雾中发生碰撞，造成

“鲁荣渔 58398”轮沉没，该轮上 19
人中 14 人死亡 5 人失踪。经海事部
门认定，“卡塔利娜”轮在此次事故
中负主要责任。事故发生后，“卡塔
利娜”轮当班驾驶员二副艾伦·门多
萨·塔布雷经批准被执行逮捕。

据了解，我国海事法院成立
30 多年以来，已形成了专门化的
海事审判体系，依法审理了一批有
重大影响的案件，树立了中国海事

司法的良好形象。随着“一带一
路”建设、海洋强国及长江经济带
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的实施，我国
海洋经济迅猛发展，海上活动更加
频繁，新类型纠纷不断出现，对海
事审判也提出了更新、更高的司法
需求。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全面
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人民法
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 （2014-
2018）》中提出，要改革海事案件
管辖制度，进一步理顺海事审判体
制，科学确定海事法院管辖范围，
建立更加符合海事案件审判规律的

工作机制。海事法院以往以受理与
海上贸易航运相关的民商事纠纷为
主，继 2016 年最高人民法院将相
关海事行政案件纳入海事法院管辖
范围之后，今年 2月，最高人民法
院又指定宁波海事法院试点管辖海
事刑事案件，这一重要改革举措将
有利于更好地发挥海事法院的专业
优势，对于维护我国海洋司法主
权，进一步推动确立以民商事案件
为主，合理涵盖其他领域的海事案
件专门管辖制度都将起到积极的促
进作用。

试点改革海事案件管辖制度

中国海事法院首次受理海事刑事案件

本报记者 张昊

“宁波的创新发展令人震撼。”
昨前两日，22 位蒙古国主流媒体
记者来到宁波，深入采访宁波创新
发展的最新成就，考察双方在“一带
一路”建设中创新合作的潜能。“‘一
带一路’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让
我们有理由畅想美好未来。”

此次蒙古国媒体记者采访团访
问宁波，是国务院新闻办主办的
2017“聚焦创新中国”蒙古国媒体
记者访华活动的其中一站。“国新
办把宁波特意安排进我们的访华行
程中，也表明宁波在创新驱动发展
上取得了卓越的成绩。”蒙古国记
者协会主席巴达母敖其尔·嘎拉瑞
迪说。

“蒙古国人民非常关注邻国中
国的发展，不过他们大多数没有机
会亲自来看。”蒙古国 News.mn 新
闻网记者钢宝力德·巴特图希戈
说，事实上，采访团多数记者也是
第一次来宁波，“我们都被宁波美
丽的市貌、充满活力的发展吸引
了，我们会把这一切带回蒙古国。”

一路上，蒙古国记者用笔、录
音机和镜头，捕捉和记录着我市由

“宁波制造”向“宁波智造”转型
升级的精彩细节。走进双鹿电池，
黑着灯的生产车间引起大家的好
奇。当听到这是双鹿电池在全世界
首创的无人智能生产线，即使在黑
暗情况下，生产线也照样能运行如
常的介绍后，蒙古国记者发出一片
赞叹声。

来到宁波研发园，这里目前已
经集聚 300 余家企业区域性总部、
科技研发型企业、院校研发机构、
政府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等。蒙古消
息报副总编齐·楚轮齐齐格告诉记
者：“这里角角落落焕发着创新的
魅力，我看到的一切都让人感到振
奋。可以想见，宁波正在离自己的
梦想越来越近了。”

在宁波舟山港北仑第二集装箱
码头分公司，高耸的桥吊和忙碌的
港口让蒙古国的媒体记者再次兴奋
起来。许多人是第一次看到大海。
巴彦洪格尔省政府发言人巴特孟
克·青巴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蒙古国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之一，矿产资源丰富，但没有出
海口。而宁波是‘一带一路’的重

要节点，其港口年货物吞吐量位居
世界第一，宁波舟山港集团负责人
告诉我们，未来将借助经二连浩
特、满洲里口岸通过铁路直达或经
满洲里-营口-宁波铁水联运，宁
波舟山港有望成为蒙古国的出海通
道，这个消息让人非常振奋！”

从今年我市与蒙古国首都乌兰
巴托建立友好交流关系，到蒙古国
媒体采访团访甬，马背上的蒙古国
和航船上的宁波，正越走越近。走
企业、访园区、观港口，与市领导
与相关部门负责人面对面，“一带
一路”的美好愿景和双方合作的路
径越来越清晰，人们的心头萦绕着
蒙古民歌的动人旋律，“乌兰巴托
的夜，那么静、那么静，迎来的未
来那么美……”

蒙古国媒体访问宁波，畅想“一带一路”新机遇——

“迎来的未来那么美”

前天，在宁波栎社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T2航站楼工地，施工人员正在吊装钢构件。据
宁波建设集团介绍，从贝壳状的机场主楼两侧延伸出来的西指廊已基本成型，东指廊混凝土
主体结构施工也近尾声，下一步将全面进行与机场主楼龙骨拼装的连接施工，力争在明年年
底前竣工。

（徐文杰 黄跃光 摄）

T2航站楼主楼
将进入全面施工

本报讯 （记者龚哲明） 昨日
下午，全市“创二代”企业家座
谈会暨第五期“创二代”企业家
培训班开学式举行。市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梁群出席座谈会并讲
话。

会上，市“创二代”联谊会
会长、华茂集团总裁徐立勋，方
太集团董事长、总裁茅忠群等 8
位“创二代”代表作了发言。

会议指出，“创二代”企业家
要全面贯彻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
神，围绕中心、主动作为，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在全力助推“名
城名都”建设的过程中，实现企
业健康发展和自身健康成长。要
明辨大势、把握大局，主动适应
新常态，积极融入“一带一路”
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不

负“创二代”企业家时代使命。
要坚持以人为本开发产品，精雕
细刻，独具匠心，打造“创二
代”企业的百年老店。要传承创
新，关注企业基础资源，强化企
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促进“创
二代”企业健康发展。要知行合
一，积极履行“创二代”企业社
会责任。

会议强调，各有关部门要创
新做好联谊工作，深化“创二
代”培育菁英计划，积极培养一
支“政治上有方向、经营上有本
事、文化上有内涵、责任上有担
当”的新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
队伍，为我市建设“名城名都”
培养新的有生力量。

53 位“创二代”企业家参加座
谈会，并将进行为期一周的培训。

全市“创二代”企业家
座谈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张昊） 昨日上
午，我市举行蒙古国媒体见面会。市
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宋越舜出席见
面会，并向蒙古国媒体记者采访团
介绍了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采访团此次访甬，是前来参
加由国务院新闻办主办的 2017

“聚焦创新中国”蒙古国媒体记者
访华活动。

见面会上，22 位蒙古国主流
媒体记者就推进科技创新、进一
步发掘宁波和蒙古国之间合作潜
力等问题，与宋越舜和市相关部

门负责人进行了深入的互动交流。
宋越舜表示，宁波希望通过

“一带一路”建设这一战略机遇，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进一步加深
与包括蒙古国在内的沿线国家城
市的合作和人文交流。通过这次
蒙古国记者访问我市，期待蒙古
国媒体记者能深入了解宁波，广
泛报道宁波特点和优势，发挥好
宣传纽带作用，增进双方的了解
和友谊，进一步加深双方合作和
人文交流，为推动中蒙关系发展
贡献力量。

市领导接受
蒙古国媒体联合采访

根据市委统一部署，2017
年6月上旬至8月下旬，市委巡
视组将对市经信委、市国土资
源局、市规划局、市住建委、
市商务委和宁波教育学院、宁
波职业技术学院、浙江纺织服装
职业技术学院、宁波城市职业技
术学院、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等 10家党委开展十三届市委第
一轮巡视。巡视主要内容为：了
解坚持党的领导、发挥领导核心
作用和执行党的政治纪律、政治
规矩，加强党的建设、落实党内
政治生活和开展干部选拔任用
工作，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
责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及反腐败
工作等方面的情况。

为方便广大干部群众反映
被巡视对象存在的问题和意见
建议，现将市委巡视组有关联
系方式公布如下：

市委第一巡视组巡视市国
土资源局、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
院党委

联系电话：13486402548
电 子 邮 箱 ：nbxunshizu1@

163.com
市委第二巡视组巡视市规

划局、宁波教育学院党委
联系电话：13486402448

电 子 邮 箱 ：nbxunshizu2@
163.com

市委第三巡视组巡视市商
务委、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党委

联系电话：13486401448
电 子 邮 箱 ：nbxunshizu3@

163.com
市委第四巡视组巡视市住建

委、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党委
联系电话：13857421840
电 子 邮 箱 ：nbxunshizu4@

163.com
市委第五巡视组巡视市经

信委、宁波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
院党委

联系电话：13857421940
电 子 邮 箱 ：nbxunshizu5@

163.com
联系电话接听时间为：工作

日上午 9︰00-11︰30 下午 2︰
00-5︰30

寄信地址：宁波邮政115信箱
（请注明：市委第X组巡视组收）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本着对
组织、对同志、对事业高度负责
的态度，实事求是反映问题和意
见建议。

中共宁波市委巡视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

2017年6月6日

巡视通告

本报讯 （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乌雯雯） 近日，奉化区与浙江
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签
约，校地双方开展学前教育现代
化战略合作。

据悉，双方计划于 2017 年 6
月至2019年5月两年内，在奉化学
前教育发展规划制定，基地园（浙

师大杭州幼儿师范学院实践基地）
品牌课程建设，名师、名园长培养，
幼儿园特色项目凝练四大方面开
展战略合作，推进该区在全域范围
内基本建成覆盖城乡、布局合理、
公益普惠、质量保证、监管完备的
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学
前教育现代化步伐。

奉化与浙师大
开展教育战略合作

本报讯 （记者张昊） 香港特
别行政区政府驻浙江联络处昨晚
在杭州举行揭牌仪式。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浙江
联络处隶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
府驻上海经济贸易办事处，设在杭
州市，于今年 4 月 18 日开始运作。
其职能是，加强香港特别行政区与
浙江省和其所辖城市的联系，做好
两地政府间的工作，促进香港特别
行政区与有关省市在经贸及文化

方面的交流和合作；支持当地的港
人和港企，协助港人港企更有效地
把握东部地区的发展机遇。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浙江
联络处的成立，将有利于浙港之
间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有利于
为浙港开展合作交流提供更加便
捷高效的机会，更好地服务在浙
江工作学习生活的香港同胞和香
港企业，为实现浙港两地共同繁
荣作出新贡献。

香港特区政府
驻浙江联络处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