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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东北风3-4级
今日市区空气质量预测：良

甬派新闻客户端 中国宁波网手机版

本报讯（记 者何峰 陈章升
慈溪记者站邵滢）日前，农业部、财
政部公布了首批国家现代农业产业
园创建名单，慈溪市现代农业产业园
列在名单的第二位，成功跻身“国家
队”。据悉，全国共有65家单位参与申
报创建，经过省级推荐、专家实地核
查、现场答辩等公开竞争选拔程序，
最终11家园区上榜首批创建名单。

慈溪市现代农业产业园濒临杭
州湾，总面积15.5万亩，覆盖慈溪市
现代农业开发区及周边 5 个镇，涉
及农业人口9.5万，是浙江省集中连
片规模最大的现代农业综合区。近
些年，慈溪市把产业园建设作为现
代农业发展的主抓手、主平台，坚持
以工业化的理念抓农业，创新体制
机制、集聚资源要素、引入一流企
业，加快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

目前，已有正大集团、中集集
团、爱科集团等世界 500 强企业和

国内多家知名农牧企业落户产业
园，预期投资超过 30 亿元，一批现
代化种养项目已建成投产。产业园
农产品加工能力显著提高，加工转
化率达 79.5%。与产业园相配套的
慈溪绿色农产品加工基地占地 1平
方公里，是首批国家农业产业化示
范基地，消化了产业园 50%以上的
农产品。产业园已形成优质粮食、精
品水果、出口蔬菜等三大主导产业，
并配套规模化畜禽养殖，形成了种
养结合的生态循环格局。

下一步，慈溪市现代农业产业园
将打造六次产业，构筑全产业链农
业，培植优势产业集群，推广农牧结
合、稻鱼共生、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
的生态循环模式，实现主体小循环、
产业中循环、园区大循环，发展休闲
农业，建设沿海现代农业精品线，打
造长三角地区休闲农业的金名片。

（相关报道见第5版）

首批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创建名单公布

慈溪市现代农业产业园
跻身“国家队”位居“榜眼”

本报记者 项一嵚
奉化记者站 严世君
通讯员 张礼兵

听说记者要来采访，奉化区溪
口镇下跸驻村党支部书记潘为民很
想“躲”到村后的山里，“调子低，才
能步子稳。老典型有啥好采访呢！”

原来，他曾在1980年至1994年
间担任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当时，
村办企业跸驻工艺品厂与浙江省工
艺品公司开展产销联营，使这里产
出的珠帘成为致富“宝珠”，当时村
集体收入超过了 20万元。但好景不
长，这家厂子在 1997年向私有企业
转制时，村民因“不阳光”的转制政
策对村班子失去了信任，一度生气
勃勃的村班子也变得四分五裂。

去年 9 月，已经办起一家五金
压铸厂的潘为民又回到了这个小
村。22 年过去了，曾经遥遥领先的
下跸驻村成了如今的“后进村”，这
让潘为民心里很不是滋味。溪口镇
党委提出任命意见后，已是 62岁的
他二话不说就走马上任，带着村班
子开始“二次创业”。

把自家的厂子托管给别人，一
颗心扑到了村子里。潘为民回村做
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准村班子无精
打采的“病因”。“把村民最关心的事
情做好了，班子自然就有威信，我们
说话办事也管用了。”他说，村干部
不干事就是对老百姓犯罪。“阿拉村
里已经吃了这么多年苦头，再不团
结一心搞发展，吃亏最多的还是老
百姓。”把互相扯皮的内耗转化成大
干实事的动能，村班子挨家挨户收
集村民意见。“水难喝、路难走、坟难
造”是村子面临的三大问题。

经过调查，村班子发现“水难
喝”的原因一是输水管老化导致水
压不足，二是部分村民用水无度。上
世纪 80年代，下跸驻村成了溪口镇
第一个从上游小坑岙接入自来水的
村子。但在以上两大因素影响下，小
坑岙里的山泉水经常不够喝，不得
不从附近接来口感较差的河道水。
因为用水不花钱，有村民就放水养
观赏鱼，日均用水量竟达 3 吨。“为
了两条小鱼头，全村用水吃苦头。”
潘为民利用村老年协会搞活动之
际，对 10户用水量严重超标的村民
进行批评劝导。人人养成良好的用
水习惯后，村里只花了6.8万元就完
成了自来水管道重修工程，甘甜的
山泉水再也不愁不够喝。

近 30年没有重修的环村路，如
今也焕然一新，再也不是坑坑洼洼
的“跳舞路”。规划容量 160 个穴位
的村公墓已建成 30个，让老人们没
了后顾之忧。上任不到 4个月，潘为
民就带着村班子解决了这三大难
题，还对两座年久失修的石桥进行
了桥面加宽和护栏加固。

今年 5 月，潘为民以高票在村
委换届选举中连任村党支部书记。
班子齐心，村民信任，这让他对今后
的目标更有信心。列入宁波市欠发
达地区村庄整治“十大行动计划”
后，下跸驻村得到了 300 万元补助
资金。潘为民和大家商量后，决定用
这笔资金把小山村建设成开门迎客
的大花园。村口的大花坛要修，村后
的游步道得建起来，还要开发 500
亩山地，种上四季“无缝衔接”的各
种果树……潘为民掰着指头一件件
地说着，坚定的目光转向了大山深
处。

时隔22年再任村党支部书记

“为民书记”回村后……

本报讯（记者朱军备 东钱湖
报道组祁珊 翁芳频） 近日，总投
资10.13亿元、建筑面积16.14万平
方米、将安置 1302 户的东钱湖老
镇工业安置小区工程进入收尾阶
段。据东钱湖旅游度假区建设局有
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东钱湖大力推
进棚改工程，计划拆迁郭家峙、前
堰头、沙家垫、方水、红林等 5个
老村旧房，启动镇区重点区块征收
4个项目，15个其他拆迁项目，合
计将拆迁近 60 万平方米建筑，其
中住宅 45 万平方米，非住宅 15 万
平方米。

拆迁沿湖旧村，腾出空间用于
民众休闲旅游，是东钱湖一直都在
进行的民心工程。但近年来，由于
土地、财力等要素制约，旧村拆迁

步伐有所放缓。
东钱湖管委会有关负责人表

示，拆迁旧村的资金缺口较大，今年
通过列入市棚改工程项目，将获得
国开行、农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支
持。同时，实施“拆建同步”，最大程
度地解决拆迁村民的住房难题。

据了解，今年东钱湖共有 5个
新建、续建、待建的安置房项目，
分别是老镇工业安置小区项目、郑
隘安置房一期一号地块项目、高钱
生态村六期项目、红舒村安置小区
项目、黄隘安置小区项目，合计
4588套，建筑面积59.97万平方米。

此外，东钱湖还启动了小城镇
综合提升工程。钱湖新村旧城区改
造一期、三期，郑隘新村，方边区
块等四个征收项目已启动。

东钱湖加速推进棚改工程
今年将拆迁5个老村，新建安置房近60万平方米

本报讯（记者王岚 通讯员
周红梅） 昨天下午，由中兴通
讯、先河环保等行业巨头投资的
首批 15 家企业，签约入驻宁波
保税区的百度云智·宁波大数据
产业基地。此前不久，宁波保税
区小狐互联网小贷公司获批设
立，成为我市首家互联网小额贷
款公司。随着国内互联网大佬相
继落户宁波保税区，甬城崛起

“云产业”集聚新高地。
百度云智·宁波大数据产业基

地是宁波市政府和百度的战略合作
项目，由市经信委、宁波保税区、
百度、赛迪四方共同打造，以服务
宁波全面建设“中国制造 2025”
全国首个试点示范城市为目标，重
点引进百度系企业及百度大数据、
人工智能领域的上下游企业，大力
发展以智能制造、智能应用、智能
服务为核心的智能经济，形成“宁
波模式”。

目前，百度云智基地引进企业
主要集中在大数据 （环保、安全、
共享经济等）、人工智能 （语音及
图像识别、智能终端等） 和物联网

（共享经济等） 领域。预计到年
底 ， 基 地 引 进 相 关 企 业 将 达 30
家，产值突破 2 亿元；到 2021 年，
基地将引进和培育大数据及人工智
能企业 120家，从业人员超过 5000
人，主营业务收入超过40亿元。

由搜狐公司旗下金融科技集团
狐狸金服投资的小狐互联网小贷公
司，则致力于科技金融方面的创新
与发展，计划将狐狸金服成熟开展
的搜易贷、小狐分期等业务率先装
入，同时积极探索与我市跨境电
商、创业团队项目的深入合作。

如今，网易公司已在宁波保税
区注册 3家公司，其中网易考拉海
购 2015 年创办至今交易额超过 11

亿元。由国内另一互联网巨头投
资、今年 2月入驻的浙江六点整北
斗科技有限公司，将北斗高精度定
位技术与保险创新、智慧交通相结
合，相关项目已列入宁波市智慧城
市建设三年发展规划，业务拓展到
浙江各地，以及江苏、山东、新疆、黑
龙江等地。浙江六点整北斗科技还
与我市众多保险机构合作，即将推
出一系列车辆保险创新产品。

“宁波保税区将大力培育新经
济新业态，努力成为全国重要的大
数据、人工智能产业基地，争当宁
波智能经济增长新引擎，自觉服务

‘一带一路’和‘名城名都’建
设。”宁波保税区负责人表示。

网易搜狐百度等互联网大佬入驻

宁波保税区打造“云产业”集聚高地

贯彻省市党代会精神

本报记者 项一嵚 徐 欣
通讯员 叶 力

在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
中 ， 江 北 区 打 通 审 批 “ 肠 梗
阻”，赢得群众“大拇指”，换来
发展“加速度”，依靠的是一个
个冲在最前线的党员干部。以党
建为“牛鼻子”，牢固树立“审
批就是服务”的理念，去年 1月
至今年 4月，江北区在全市行政
审批服务群众满意度第三方测评

中16个月平均得分名列前茅。

党员带头少休息，换
来审批加速度

中午少休息 30 分钟，傍晚多
待 1小时，碰到需急办的急事晚上
主动回单位加班，这是江北区行政
服务中心窗口工作人员的“新常
态”。用他们的话说，加量加速不
加人，那就多加班。

江北区行政审批管理办公室按
“最多跑一次”工作要求，不断给
大伙儿“上紧发条”，以“党员先
锋岗”为抓手，敦促党员干部担当
行政审批窗口首席代表，监督限时
办结承诺审批件，牵头办理联合审

批件。区市场监管局窗口企业注册
登记事项必须在 3 个工作日内完
成，比原先承诺的期限缩短了57%。
宁波电商经济创新园区正是这种高
强度审批节奏的受益者。不分上班
下班，只要看到 QQ 工作群中有企
业代表提问，相关窗口工作人员都
会及时回复。该园区设立于 2015年
5 月，至今已拥有近 3700 家经济主
体，去年新设企业 2198 家，占江北
区当年新设企业数的51.24%。

“江北速度”的美誉，源于党员干
部的默默奉献，换来的是多个重大投
资项目花落江北的捷报。精准靠前的
人性化审批服务，使得银亿集团把年
产120万套邦奇CVT变速箱的“双百
亿”项目放心地送到江北。

党员合力攻难题，换
来审批新模式

基本建设项目审批，历来是审
批中最难攀登的高峰，因为涉及部
门多、办理时间长、申报材料杂。
通过推行“一窗受理、集成服务、
高效审批”新举措，江北区系统设
计最优审批流程，为基本建设项目
提供全程优质服务。

在江北区行政服务中心的“一
站代办综合窗口”，实行党员干部
先锋代办制度，以“干部跑”代替

“群众跑”。“每个业主申请需要代
办的基建项目都有一箱整整齐齐的
材料， 【下转第3版①】

江北：党旗飘在“最多跑一次”改革前线

昨晚，在 2017 年中伊国
际男篮对抗赛浙江宁波北仑
站比赛中，中国男篮红队以
6555 战胜伊朗队。图为中
国男篮球员带球突破。

（记者 胡龙召 摄）
（详见第8版）

男篮对抗
中国胜出

本报记者 单玉紫枫
实习生 王 瑜

从境外直接投资到资金技术
齐出海，从引入优质资源到设立
国际产能合作园，从跨国并购到
成为细分领域“隐形冠军”……
乘上“一带一路”快车的宁波，
以开放促发展，以港口经济圈为
核心，吹响了创建“一带一路”
综合试验区的嘹亮号角。

通过打造高能级的对外开放
大平台，统筹两个大局、利用两
种资源、开发两个市场。“一带
一路”新蓝海上，“活化石”宁
波正迸发新活力。

“走出去”，海阔天空

在刚刚结束的中国-中东欧
博览会上，波黑、塞尔维亚、波

兰等9个国家带着160余个项目来甬
“相亲”，宁波企业报以热烈回应。
宁波港龙物流投资2000万元，在罗
马尼亚设立绿色有机农畜产业链开
发项目。港龙物流董事长张学民表
示，该项目将国内成熟的种植技术
与罗马尼亚优质土地资源相结合，
再通过冷链物流将农产品从宁波口
岸进口到中国市场，充分利用了宁
波的中东欧资源、港口物流及开放
优势，前景广阔。

在越南，百隆东方的名字耳熟
能详。2012年12月，百隆 （越南）
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如今这里已是
越南最大的色纺纱生产基地。截至
目前，百隆东方在越南总投资 4亿
美元，去年实现营业收入 18亿元，
解决了当地5000多人的就业。未来
三年，该公司还将投资 3 亿美元，
在越南建设50万纱锭生产项目。

截至去年末，我市在“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设立境外企业和机构
564 家，中方投资总额 27.2 亿美
元。其中 2016 年我市在“一带一
路”投资 7.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0.4%，在同年全国对“一带一
路”投资中，占比5%以上。

下一步，我市将主动参与黑
海、波罗的海和亚得里亚海沿岸

“三海港口合作”，谋划建设一批境
外综合物流中心。同时推动东南
亚、中东欧等境外合作园建设，并
通过深化国家保险创新综合试验区
建设，为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提
供更安全、更高效的保障。

“引进来”，风景独好

“走出去”实现开放格局和发展
模式双突破的同时，“引进来”的优
质外部资源也纷纷在宁波“落地生
根”。 【下转第3版②】

大平台推进共赢
——“一带一路”上看宁波如何先行（下）

聚焦“最多跑一次”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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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栽五针松到“盆栽长廊”

奉化花农
买土栽松保子孙田

今起我市进入
梅雨多雨期
阴雨天将持续到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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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大数据透露消费新趋势

“剁手族”向
“品质族”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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