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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今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雷阵雨；偏南风3-4级；37℃-27℃

明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雷阵雨；偏南风3-4级
今日市区空气质量预测：优至良

甬派新闻客户端 中国宁波网手机版

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
平7月17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财经
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研究改善
投资和市场环境、扩大对外开放问
题。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
改善投资和市场环境，加快对外开
放步伐，降低市场运行成本，营造
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
境，加快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总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李
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副总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

张高丽出席会议。
会议分别听取了国家发展改革

委关于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
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商务部
关于推动贸易平衡和中美双边投资
有关问题、人民银行关于完善人民
币汇率形成机制和扩大金融业对外
开放的汇报。领导小组成员进行了
讨论。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我们提
出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一个重
要目的就是通过开放促进我们自身
加快制度建设、法规建设，改善营
商环境和创新环境，降低市场运行
成本，提高运行效率，提升国际竞
争力。外商投资推动了资源合理配

置，促进了市场化改革，对我国经
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向更高形
态发展，跟上全球科技进步步伐，
都要继续利用好外资。要加快放开
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
商贸物流、电子商务，以及一般制
造业和服务业等竞争性领域对外资
准入限制和股比限制。要尽快在全
国推行自由贸易试验区试行过的外
商投资负面清单。

习近平强调，要加快统一内外
资法律法规，制定新的外资基础性
法律。要清理涉及外资的法律、法
规、规章和政策文件，凡是同国家
对外开放大方向和大原则不符的法

律法规或条款，要限期废止或修
订。外资企业准入后按照公司法依
法经营，要做到法律上平等、政策
上一致，实行国民待遇。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要率先
加大营商环境改革力度。要清理并
减少各类检查和罚款，建立涉企收
费目录清单制度，严禁越权收费、
超标准收费、自设收费项目、重复
收费，杜绝中介机构利用政府影响
违规收费，行业协会不得强制企业
入会或违规收费。

习近平指出，产权保护特别是
知识产权保护是塑造良好营商环境
的重要方面。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
相关法律法规， 【下转A5版】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强调

营造稳定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
加快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本报讯（记者王博 鄞州记者
站张绘薇 杨磊） 中车产业基地不
久前召开现场督办会，聚焦重大产
业项目招引，鄞州区主要领导和发
改、规划、国土等部门负责人不绕
弯子，就存在的瓶颈问题进行现场
协商、承诺办理。没多久，相关部
门就在要素保障、审批环节加速等
方面推进，最终促使超霸电池等三
大招商地块顺利完成登报出让，目

前正在进行土地摘牌工作。
作为全市重大项目建设的主战

场之一，在“大脚板走一线、小分
队破难题”抓落实专项行动中，鄞
州区着重深化领导组团服务制度，
以“销号管理”着力破解重大项目
推进过程中“疑难杂症”。

该区“抓落实”牢牢抓住各级
领导干部“关键少数”，区四套班子
领导包干领衔 66个破难攻坚项目，
形成“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个分
队、一抓到底”工作机制。两个月来，
班子领导走访联系各自的项目都在
两次以上，已协调解决各类问题 62
个，问题解决率80.5%。

实行“销号管理”确保难题破
解实打实。鄞州区对重点项目推进
实行月对账、季亮账和随机专项督
查。督查不走过场、问责不留情
面，6月底，该区成立四个督查组
对区领导领衔的重大项目进展情况
进行逐一督查，并责成 8个推进较
慢项目的相关单位严格落实责任。
截至目前，该区已向项目难题破解
不 力 的 单 位 下 发 整 改 通 知 单 19
份，对 15 人进行谈话提醒或批评
教育。

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契
机，鄞州加速审批和代办，全区

“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氛围浓

厚。眼下，在鄞州工业园区，奥克
斯年产 700万套智能家电出口生产
基地正在火热施工中，这个总投资
23 亿元的项目，从拿地到开工建
设仅仅用了 60 天时间，预计今年
12 月底即可完成 35 万平方米厂房
的建设并顺利投产。此外，蓝青小
学正式开建，“博格华纳”年产
1000 万件汽车发动机关键零部件
项目工程主体建设完工，繁裕四期
安置小区工程地下室主体结顶，鄞
州文化创意产业园项目已进行试桩
工程……上半年，新开工 21 个区
重大建设项目，12 个区重大建设
项目完工。

盯着问题走 迎着困难上

鄞州“销号管理”力破项目“疑难杂症”
大脚板走一线
小分队破难题

本报讯（记者徐欣 江北记者
站张落雁 通讯员王涛）赤日炎炎，
在孔浦中兴大桥项目建设施工现
场，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对钢型件
进行氧化切割，为大桥建设控制性
工程——主桥墩浇筑做准备。目前
大桥的主桥墩建设已近尾声，待主
桥墩浇筑完毕，就将进行世界第一
的矮塔斜拉桥钢箱梁安装。

中兴大桥预计 2019 年全面建
成通车，项目南起中兴路与江南路
交叉口，北至青云路 （规划）。为
做好后期建设过程中的相应保障工
作，孔浦街道联合相关部门组建了
保障重点项目推进的破难题小分
队，积极奔走在一线。

在孔浦街道开展中兴大桥建设

红线范围内地块“清零”工作之初，
该地块情况相当复杂。大桥建设用
地早年已完成国土收储，却存在四
五家正在开工生产的大型企业，有
两家还刚进行过投资改造。此外，地
块上有万余平方米的违法建筑。

“我们的清退拆违工作，在一些
企业主看来，就是在砸他们的饭
碗。”孔浦街道城管科负责人盛文表
示，因为涉及利益众多，他们开展

“情理法”多方面沟通，同时由政
府带头，与政府有关的项目先行清
退。此外，为尽可能地保障被清退
企业的利益，街道还四处奔走，积
极为企业寻找合适的落户地。在清
退过程中，坚持“一把尺子量到
底”，不偏袒任何一方。

中兴大桥主桥墩施工进入尾声

进入最后施工阶段的中兴大桥北岸主墩。 （王涛 徐欣 摄）

连日来甬城持续高温，长时
间处于暴晒状态的地铁轨道和相
关设备温度则更高。昨天上午 10
时半，宁波地铁运营分公司 10 余
名轨道工、信号工在2号线黄隘车
辆段一丝不苟地进行工电联整作
业。据了解，我市每天有百余名
轨道工、信号工忙碌在烈日炙烤
下的地铁轨道上。

（徐文杰 张晓庆 摄）
（相关报道见A2版）

高温下
我坚守

本报讯（记者项一嵚 奉化
记者站严世君 通讯员李佳静）
7月11日，奉化区惠政东路一号
区块旧城改造项目实现“腾空清
零”，3 家小型企业在当天上午
平稳拆除。该项目总面积 405.6
亩 ， 涉 及 各 类 拆 迁 对 象 2767
个，是目前奉化征迁规模最大的
区块，也是宁波市内拆迁户数最
多的旧城改造项目。

撤市设区后的奉化处处可见
这般热火朝天的工地。截至 6月
底，全区已拆除违法建筑 121.2
万平方米，占年度目标任务的
101%；完成“三改”任务 102.3
万平方米，占年度目标任务的
102.3%。下半年，奉化将以治危
拆违攻坚战、小城镇环境综合整
治等专项行动为抓手，继续加大
拆改力度。

“ 拆 改 有 力 度 ， 执 法 有 温
度。”奉化区三改一拆办负责人
介绍，对新增违建零容忍，对存
量违建合理处置，“要让市民和
企业理解，建设新奉化将惠及所
有奉化人。”为了拆除主要公路
两侧的 37 架 T 型广告牌，相关

干部与区广告协会的各家单位面对
面恳谈，1个月后终于平稳拆除完
毕。

奉 化 区 拆 后 土 地 利 用 率 达
86.5%，既为招商引资留出了战略
空间，也给奉化百姓改善了居住环
境。作为融入宁波主城区的桥头
堡，总投资 435.5 亿元的中交未来
城项目在今年 3月开工，将引入科
技研发、金融、旅游、医疗健康等
产业，将奉化的区位和资源优势转
化为发展潜能。位于锦屏街道长汀
村的脏乱“夜宵城”杳无踪影，在
该区块将崛起投资 7亿元的奉化城
市文化中心，成为文化旅游区和休
闲好去处。许多拆违后的零星地块
被改建成停车场或绿地。

农 村 危 旧 房 加 速 “ 查 漏 补
缺”。截至目前，全区共完成 362
个村的农村危旧房排查建档工作，
涉及农户 13 万户，其中疑似危房
2.3 万 户 ， 总 面 积 约 200 万 平 方
米。“3+5”解危机制有效实施，
即整体规划采用成片改造、梳理式
改造、零星改造 3种解危模式，加
固、原拆原建、回迁安置、异地置
换、房票置换5种解危方式。

上半年提前完成年度“三改一拆”任务

奉化“拔钉清零”
开辟发展新天地

本报讯（记者张燕 通讯员
蒋琛） 昨天，宁波至余姚市域列
车试运行“满月”。记者从市城
铁公司获悉，一个月来，“阳明
号”列车累计开行 496 个班次，
运送旅客 73672人次，日均客流
2455 人次，单日最高发送旅客
4411人次。

从今天起，宁波市民卡将正
式登陆市域列车票务系统，持有
宁波市民卡的旅客可以直接刷卡
进站。具体来说，宁波市民卡包
括市民卡通用卡、教职工卡、银
行联名卡、工会五一服务卡等，
旅客刷卡乘坐宁波至余姚市域列
车可以享受 9.5 折优惠，持有市

民卡特惠学生卡的则能享受 5折优
惠。而此前，搭乘市域列车只能现
金购买单程票。

需要注意的是，持市民卡乘坐
市域列车需要保证卡内余额不低于
单程最高票价，也就是说，余额低
于 10 元将无法刷卡进站。已刷卡
进站乘车的旅客务必刷卡出站，否
则将无法再次刷卡进站。

没有办理宁波市民卡的旅客可
以到宁波、余姚两地城铁候车大厅
自助售票机上购买单程票。此外，浙
江省内 70 周岁以上老年人可凭有
效身份证件或《老年优待证》，市内
全日制大、中、小学生可凭学生证，
到车站人工服务台购买半价车票。

乘坐市域列车
可以刷市民卡了

本报讯（记者项一嵚 通讯
员周鹏） 通过 APP 教导指法的
智能钢琴，可对污渍和农药进行
物理剥离的“超能水槽”，不伤
视力的紫外线驱蚊灯，融入儿童
专属功能的智能马桶盖……参赛
项目不断升级的创意令人惊喜。
第三届“奇思甬动”中国 （宁
波） 创客大赛自5月22日启动以
来，短短 1 个多月内已征集到
1000余个参赛项目。

7月31日之前，大赛组委会
将通过宁波市国家大学科技园微
信公众平台、太火鸟智能硬件孵
化平台等接受报名。截至目前，
最热门的参赛项目集中在智能家

居、智能户外、医疗健康、生活美
学等品类。太火鸟平台相关负责人
介绍，今年的项目质量和竞争激烈
程度都有提升，在消费升级的背景
下，创客们日益重视产品设计，也
更重视用户体验和技术的双重升
级。

吸引优秀创业团队落户宁波市
国家大学科技园，助力中官路创业
创新大街和镇海 i 设计小镇建设，
是本届大赛的重头戏。往届大赛的
诸多优秀项目在洛客众创、太火鸟
智能硬件、京东等平台成功实现众
筹目标，微鹅科技、爱邦智能科
技、易居科技等获奖项目落户我
市，并实现良性运营。

“奇思甬动”创客大赛
参赛项目突破1000个

“海水养”河鲫鱼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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