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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杭州电 （记 者吴向正
黄合） 昨日上午，省第十四次党
代会在杭州开幕，车俊作报告。
报告频现宁波元素，多次提到宁
波工作，明确支持我市当前正在
实施推进的一系列改革发展的重
大举措。

报告在总结我省过去五年的
工作时，充分肯定了宁波相关工
作。报告在“改革开放全面深
化”部分提到：全力推动国家级

重大改革试点落地见效，成功创
建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
等一批新的改革试验区；成立省
海港委和省海港集团，实现宁波
舟山港实质性一体化。在“城乡
区域发展更加协调”部分提到：
大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市
化，杭州、宁波、温州、金义四
大都市区综合实力持续增强，大
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面貌明显改
善。

报告在部署我省今后五年的
主要任务时，对宁波工作着墨不
少，并明确予以支持。在谈到全
面振兴实体经济时，报告指出要
坚持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
轮驱动，实施好“中国制造 2025
浙江行动纲要”，支持宁波、湖州

加快建设“中国制造 2025”试点
示范城市，为振兴实体经济提供
平台支撑。在谈到全面提高开放
水平时，报告指出要联动推进海
港、陆港、空港、信息港建设，
高水平构筑义甬舟开放大通道，
推动江海联运服务中心、跨境电
商综试区等开放大平台建设取得
突破性进展，全力创建“一带一
路”综合实验区。继续办好中国
—中东欧国家投资贸易博览会等
展会，提升义新欧、甬新欧通道
运输能力和作用，加快建设国际
港航物流枢纽、贸易枢纽、产能
合作枢纽等。在谈到深入推进新
型城市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时，
报告指出要加快建设环杭州湾等
城市群，大力提升四大都市区综

合能级和国际化水平。在谈到切
实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时，报告指
出要加快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为
国际一流强港，打造世界级港口
集群，谋划实施“大湾区”建设
行动纲要，重点建设杭州湾经济
区，加强全省重点湾区互联互
通，推进沿海大平台深度开发，
大力发展湾区经济。

报告强调“要紧紧依靠民营
企业家振兴实体经济，给他们排
忧解难、加油鼓劲”“进一步激发
浙商的企业家精神，支持鼓励广
大浙商创业创新、勇攀高峰”。这
些提法也给民营经济发达的宁波
鼓了劲、加了油。

报告频现宁波元素，在宁波
代表团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省党代会报告频现宁波元素
明确支持我市改革发展的重大举措

本报讯（记者黄程 杭州湾报
道组郑添明） 刚刚完成浙洽会上的
重大项目签约，又马不停蹄地开始
准备月底深圳专项招商会上所需的
多个签约文本。统计数据显示，杭
州湾新区今年前 5个月引进项目投
资总额已经突破 300亿元，平均每
天有2亿元资本在此抢滩登陆。

今年以来，新区招商形势喜

人，一批百亿级制造业项目、城市
开发项目相继签约落地，直接拉动
新区招商引资实现历史新突破。截
至 5月底，新区引进各类产业项目
19 个 ， 总 投 资 300.67 亿 元 。 其
中 ， 制 造 业 项 目 10 个 ， 总 投 资
147.26 亿元，涵盖智能终端配件、
汽车零部件、新材料、生物医药、
医疗器械等产业领域；服务业项目

5 个，总投资 91.35 亿元，涵盖总
部经济、商务楼宇、高端住宅、跨
境电商等领域；其他类项目 4 个，
总投资62.06亿元。

汽车产业作为新区龙头工业
产业，一如既往地保持强劲发展
势头。总投资 128 亿元的吉利汽
车产业链项目于 5 月初签约，新
区一跃成为集整车及动力总成研
发、生产、试验，采购以及核心
零部件企业协同发展的吉利集团
核心战略基地。同时，在上汽大
众供应商园区内，重庆至信汽车
配件等一批核心零部件项目今年

继续保持高效引入，进一步补全
了该园区产业链，为新区汽车产
业蓬勃发展助力。

与此同时，总投资 90 亿元的
绿地一期项目率先在滨海新城扎
根，带动了12.8平方公里的滨海新
城启动区块又一轮招商热潮。目
前，这座志在打造“中国 21 世纪
样板小城”的滨海新城，全区域各
地块的招商项目基本敲定。

在汽车产业和城市开发两大招
商平台之外，生命医疗健康、跨境
电商等产业项目正成为新区推动招
商引资大步向前的新动能。

杭州湾新区日均2亿资本抢滩登陆
前5个月招商创历史新高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员
虞南） 本周一开场，大雨便来势汹
汹。有关数据显示，自 9日入梅以
来，我市面雨量达到 71 毫米。前
天8时至昨天17时，我市普降大到
暴雨，全市面雨量在 53 毫米至 73
毫米。

昨前两天，我市连续两天发
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根据
宁波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系
统 运 行 结 果 显 示 ， 未 来 24 小
时，海曙、奉化、余姚、宁海部
分山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
高，请各地密切关注雨情，加强
巡查监测，视情及时启动地质灾
害应急响应，做好地质灾害防范

工作。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今年

2号台风“苗柏”对我市没有直接
影响，但其外围环流与梅雨锋相互
作用，使我市强降水持续，今天我
市仍有大到暴雨。气象部门提醒，
请大家注意防范持续强降水可能造
成的城市积涝和山体滑坡等次生灾
害。

雨水连连，好在本周甬城气温
较为稳定。根据预报，周三起我市
雨势减弱，周四至周日将以多云到
阴天气为主，有时伴有区域性阵
雨。本周气温起伏不大，一周最低
气温在 19℃至 21℃，最高气温在
26℃至28℃。

甬城明起雨势减弱
台风“苗柏”对我市没有直接影响

本报讯 （通讯员张文胜 吴
王斌 记者王博） 在刚结束的
2017 新潮科技会上，中国 3D 产
业联盟发布了我国首个裸眼3D技
术行业标准。我市的宁波维真显
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宁波易维
视显示技术有限公司参与了部分
行业标准的制订。

裸眼3D显示是新一代显示技
术的发展方向，蕴含着巨大的产
业发展机会。《“十三五”国家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明确提出
要发展新一代裸眼 3D 显示技术，
裸眼3D被定性为“最有生命力且
终将成为显示技术共性平台的下
一代显示技术”，国内外众多企业

已经积极参与裸眼3D领域，产业
发展环境日趋成熟。但是，标准
不统一、技术方案兼容性不高、
3D内容相对缺乏、产品体验效果
欠佳、服务内容简单等，也成为
行业发展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为此，中国 3D 产业联盟于
2013年在北京成立“中国裸眼3D
系统标准编制工作组”，开展市场
调研并面向高校、科研机构、企
业等公开征集裸眼3D系统标准编
制方案。这次科技会上发布的数
据显示，2016 年全球裸眼 3D 显
示行业产值约为 30 亿元人民币，
预计2021年可达到3000亿元人民
币。

首个裸眼3D系统标准发布
两甬企参与制订

奚旭初

宁波市政协举行提案工作座谈
会，强调提案办理工作要真正实现

“答复型”向“落实型”转变，体
现在党和政府工作改进，人民群众
享受社会发展成果上 （6 月 7 日

《宁波日报》）。
考量提案的办理情况有两个指

标，一是“落实率”，二是“满意
率”。满意率当然越高越好，但它
只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指标，并不能
准确显示提案办理的结果──许多
时候，提案所提问题并未解决，只
是因为承办部门态度好，代表委员
也会给予满意评价，这种情况下，

“满意率”其实只是形象分。因
此，对于提案办理工作来说，实现

“答复型”向“落实型”转变就甚
为重要。

相对于“满意率”，提高“落
实率”才是硬道理，凸显政府部
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提案办
理工作的实质性指标。做好提案
办理工作，是政府部门的责任，
是 对 政 府 执 行 力 和 公 信 力 的 检
验。客观地说，有些提案涉及多
方面因素，难以毕其功于一役，
但越是如此，越需要政府部门主
动协调，只有及时公布提案办理
进展情况，才能避免造成“议而
不决”的误会。

提案贵在落实，一百个“您
好”不如把一件事情办好，一千个
微笑不如办成一件实事有效。真正
实现“答复型”向“落实型”转
变，要进一步优化制度设计，强化
提案督办职能，赋予提案人追踪提
案落实的权力，以一系列刚性要求
予以规范，从而使提案办理工作有
更高的“落实率”。

提高“落实率”是硬道理

本报讯（记者仇九鼎 通讯员
单宋佳 王幕宾） 昨日，中德宁
波 新 能 源 发 展 交 流 合 作 论 坛 举
行。会上，由市发改委、国网宁
波供电公司与德国电力科学研究
院联合打造的宁波世界一流城市
配电网规划建设中德合作研究中
心、研发中心成立。副市长陈仲
朝出席。

据了解，德国电力科学研究与
国网宁波供电公司将在新能源并
网、高可靠性电网规划等方面进行
深度合作。通过借鉴德国新能源发

展经验，推进新能源产业技术交流
与合作，加快推进新能源并网消
纳，进一步促进我市新能源产业发
展。

未来四年，国网宁波供电公司
拟投资 160亿元，建设以坚强主网
架为基础，现代配电网为重点的世
界一流城市电网，确保分布式电
源、电动汽车、储能装置等新型负
荷能源的接入，为我市加快建设国
际港口名城、打造东方文明之都提
供更为安全、优质、高效、经济、
清洁的能源保障。

中德宁波新能源发展
交流合作论坛举行

本报讯（见习记者金鹭） 昨天
上午，副市长李关定会见了荷兰喜
威 （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区总
裁马鲲鹏一行，并向客人简要介绍
了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喜威公司是全球液化石油气和

天然气贸易行业的知名企业，在生
物质能、太阳能等新能源领域具有
突出优势。此次来访，喜威公司就
城市瓶装液化石油气并购、液化天
然气加气站建设、园区小型天然气
管网等项目投资与我市进行洽谈。

市领导会见荷兰客人

本报讯（记者龚哲明）“我们
单位要 10 箱”“我要 2 箱”……前
日，由库车县政府、市援疆指挥
部、市援疆办共同主办的“品民族
团结果 结甬库一家亲”新疆库车
小白杏宁波慈善义卖活动在南塘老
街北区举行，吸引了一些爱心企业
和爱心人士前来参与，中外游客也
纷纷驻足，品尝这款来自“小白杏
之乡”库车的水果小甜心。

库车小白杏是杏子里的“贵
族”。此次参加义卖活动的小白杏
都是市援疆指挥部从当地果农处收
购后直接空运宁波，小白杏义卖所
得将全部捐献给库车儿童福利学校
的孤儿们。

库车县儿童福利学校成立于

1993 年 6 月，1995 年 3月起接收社
会孤儿，成为当时阿克苏地区东四
县 唯 一 的 儿 童 福 利 机 构 。 2012
年，宁波市援疆指挥部投资 1883
万元，对该校进行了改扩建。目
前，学校集中供养的儿童有 110
名。

“这次义卖所得我们打算给学
校的孤儿们买新衣服、新文具，
带他们吃肯德基，给孩子们改善
一下生活。”市援疆指挥部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举办义卖，除了
为库车儿童福利学校的孤儿献出
宁波人民的一份爱心，还尝试推
动两地交流，建立起畅通的新疆
优质农产品在甬产销对接服务渠
道。

库车小白杏在甬义卖
市民和企业积极参与献爱心

近日，鄞州贺丞社区四点钟学校的小学生在雨伞上绘制以“垃圾分
类”“五水共治”为内容的宣传画，表达对保护环境、建设绿色家园的美
好期盼。 （丁安 陆雯文 摄）

环保图 雨伞画

由海曙团区委主办的海曙区青
少年节能公益创意集市前日开张，
近百名青少年参与了环保袋涂鸦、
王升大“图书兑换”、“废物大作
战”旧物改造、“以书换绿”公益
图书馆援建等体验活动。图为参与
活动的小朋友用 2本图书兑换了一
次王升大的传统磨米体验。

（刘波 张黎升 摄）

海曙节能公益
创意集市开张

本报杭州电 （记者黄合 吴
向正） 昨天上午，参加省第十四
次党代会的宁波代表团代表认真
聆听了车俊所作的报告。对这份
描绘今后五年浙江宏伟蓝图的报
告，党代表纷纷表示倍受鼓舞，
并对报告提出的奋斗目标、主要
任务等作出了较高的评价。

高水平谱写“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浙江篇章，离不开最
大限度释放改革创新的红利。宁
波市行政审批管理办公室党组书

记、主任陈承奎表示，省党代会
报告立意高、谋划深、目标明，是一
个求真务实、催人奋进的报告。报
告中强调以“最多跑一次”改革撬
动各方面各领域改革，体现了浙江
深化政府改革、推动自我革命的坚
定决心。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省
党代会精神，继续简化流程、深
化改革、优化服务。

绘就宏伟蓝图，离不开宁波
行动、宁波力量。团市委书记、
党组书记、市青联主席钱雪华表

示，在报告中多次听到“中国制
造 2025”“一带一路”综合试验
区等与宁波相关的内容，深切感
受到宁波在浙江发展格局中的地
位和分量，这是省委对宁波的期
许，也是宁波自我加压、大干快
干的动力，相信宁波在今后五年
必将充分发挥对外开放优势、先
进制造业优势，在服务参与“一
带一路”建设、振兴实体经济中
展现新作为，迎来跨越发展的又
一个春天。

来自基层一线的党代表对这
份凝聚共识、实事求是、着眼未
来的报告纷纷“点赞”。宁波二百
商贸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周宁芝
表示，报告中提到“大力发展实
体经济”，让她看到了推进商贸服
务业转型升级的希望，建议通过
加大政策扶持、调整消费结构等
途径，踏踏实实推动实体零售业
的发展；宁波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36 路公交车驾驶员、班组长陈霞
娜说，报告明确了未来五年浙江
交通的发展任务，这将为群众搭
建更为畅通、便捷的交通网络，
让人振奋。今后将立足岗位，提
供更好的服务，为公共交通事业
发展添砖加瓦。

我市党代表为省党代会报告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