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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第七届中国（宁波）智慧城市
技术与应用产品博览会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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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厦门9月5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 5日在厦门国际会议中
心主持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对话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各方
要加强团结协作，共同构建开放型
世界经济，共同落实 2030 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共同把握世界经济结
构调整的历史机遇，共同建设广泛
的发展伙伴关系，携手开辟公平、
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之路，为
世界经济增长作出更大贡献。

金砖国家领导人巴西总统特梅
尔、俄罗斯总统普京、印度总理莫
迪、南非总统祖马和对话会受邀国
领导人埃及总统塞西、几内亚总统
孔戴、墨西哥总统培尼亚、塔吉克
斯坦总统拉赫蒙、泰国总理巴育出

席对话会。各国领导人围绕“深化
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主
题，以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为主线，就“落实可持续发展议
程”“建设广泛的发展伙伴关系”
深入交流，共商国际发展合作和南
南合作大计，达成重要共识。

上午 10 时 10 分许，习近平宣
布会议开幕。

习近平随后发表题为《深化互
利合作 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讲
话。习近平指出，金砖国家在领导
人会晤期间，邀请其他新兴市场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沟通交流，这
种对话有利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加强团结合作，有利于金砖
机制自身发展。

习近平指出，进入新世纪以
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
体性崛起，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
流。面对新的形势，我们需要同舟
共济，坚定信心，联手营造有利发
展环境，努力实现更大发展，为世
界经济增长作出更大贡献。

一要加强团结协作，共同构建
开放型世界经济。要坚定支持多边
贸易体制，引导经济全球化实现包
容、普惠的再平衡。要加强协调，
推动世界贸易组织第十一届部长级
会议取得积极成果，推进多哈发展
回合剩余议题，并为多边贸易体制
发展明确方向。要努力提升新兴市
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
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形成

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二要加强团结协作，共同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立足
自身国情，把可持续发展议程同本
国发展战略有效对接，探索出一条
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并进的可持
续发展之路。要发挥联合国作用，
加快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敦促
发达国家信守承诺，增加对发展中
国家支持力度。要推动联合国发展
系统改革聚焦发展，增加投入，真
正服务广大发展中国家需要。

三要加强团结协作，共同把握
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历史机遇。要
勇于创新、敢于改革，大刀阔斧推
进经济结构调整，挖掘发展内生动
力， 【下转第6版①】

习近平主持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共同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共同建设

广泛的发展伙伴关系，携手开辟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之路

本报讯（记者吴向正） 昨日，
市委召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市委人才
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唐一军在会上强
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的重
要思想和重要论述，进一步强化

“抓人才就是抓发展、兴人才就是
兴宁波”的思想观念，深入实施人
才强市战略，强化人才强市工作导
向，努力创建人才生态最优市，把
宁波打造成为人才发展的高地、人
才创业的热土，为“名城名都”建
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宋越舜、钟关华、施惠芳等出
席会议。

唐一军指出，人才工作事关宁
波未来发展，事关“名城名都”建
设大局。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
创新人才工作思路，用新理念打开

“人才强市”新局面。要有战略眼
光，善于算大账、算长远账，做到
思路更开阔、眼界更宽广，敢于给
特殊政策，舍得花真金白银，用超
常规的思路和举措做好人才工作。
要有系统理念，紧贴中心工作抓人
才，营造良好的人才生态，使更多
人才把宁波作为创业创新的首选之
地。要有开放视野，以创建“一带
一路”建设综合试验区为契机，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大人才环境宣
传力度，不分地域引人才、不分国
别聚人才，真正形成“聚天下英才
而用之”的生动局面。

唐一军强调，要聚焦重点、精
准发力，提高人才工作实效。一要
打好组合拳。坚持多措并举，做强
人才平台，突出企业主体，强化需
求引领，统筹推进政策引才、项目
引才、以才引才、环境引才等工

作，进一步扩大引才规模、提高引
才质量，更好地满足经济社会创
新转型发展需要。二要做强主阵
地。坚持引育并重，在大力引进
人 才 的 同 时 ， 加 大 人 才 培 育 力
度，立足宁波实际、把握市场导
向，坚持质量为上、突出办学特
色，下大力气做好高等院校、中
职学校的提质增效工作，使之成
为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三要完
善好机制。坚持健全机制，创新
用才机制、用才办法，把“尊才
重才爱才”贯穿于人才工作各领
域各方面，使人才轻装上阵，使
人 才 大 展 宏 图 ， 使 人 才 敢 于 探
索，使人才名利双收，充分发挥
聪明才智。四要注重优环境。坚
持创设条件，针对人才的所需所
盼，着力提升城市品质，切实强化
服务保障，使城市更加宜居、更加

美丽、更有魅力，使公共服务更好
满足人才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大
力营造拴心留人的良好环境。

唐一军强调，人才工作是一项
综合性、系统性很强的工作，要加
强领导、强化协同，汇聚人才工作
合力。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抓
好人才是本职、不抓人才是失职”
的理念，严格落实党管人才责任，
完善齐抓共管机制，强化督查考核
激励，加大力度、强势推进，不断
提高人才工作科学化水平，为加快
建设“名城名都”提供强有力的人
才支撑。

会上，市委组织部 （市委人才
办） 有关负责人就我市人才工作相
关情况作了说明。市经信委、市委
教育工委、市科技局、市财政局、
市人社局、市市场监管局等代表作
了交流发言。

唐一军在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

深入实施人才强市战略
大力打造人才发展高地

本报记者 梅子满 单玉紫枫

横跨底格里斯河、距幼发拉底
河仅 30 余公里的古城巴格达，给
外界的印象依然很不安全。中国
驻伊拉克使馆近期就多次发出旅
行安全提醒。然而，嗅觉敏锐的
宁波商人身影却从未离开这片饱
经战乱蹂躏的土地。奥克斯空调
中东二区经理肖磊，几乎隔两三
个月就要去巴格达一趟，“安全？
其实还好啦！”

虽然经历过战火，而今战火的
余烬也未完全熄灭，但地处东西方
交通要道的巴格达依然是中东地区
仅次于开罗、德黑兰和伊斯坦布尔
的第四大城市，市场潜力巨大，而
战后百废待兴的重建，无疑又增强
了这一市场的诱惑力。奥克斯空调
从 2000 年开始进入伊拉克，虽然
面临着风险，然而回报之高也出乎
意料，令人惊喜。目前，奥克斯在

包括巴格达在内的伊拉克市场共有
200多家经销商，年销售空调25万
余台，是当地市场占有率第三的空
调品牌。与奥克斯一样，宁波韩
电、得力文具等十余家甬企也带着
小心和兴奋在伊拉克市场“开疆辟
土”，同样斩获颇丰。

宁波与巴格达而今的经贸往
来，不过是这两座城市悠久的海丝
交往史在当代的延续。位于海曙月
湖西后营巷的清真寺，部分地见
证 了 这 段 悠 久 而 频 繁 的 交 往 历
史。这座宁波乃至浙东地区唯一
的 一 处 清 真 寺 ， 于 宋 咸 平 年 间

（998—1003 年） 始建于如今三江
口的波斯巷。不过，宁波有包括
波斯、大食在内的阿拉伯商人定
居的历史，则比这座清真寺的历
史要早很多。据市政协常委、宁
波市清真寺教长马富强的考证，
晚唐时期，古明州开通世界海上
贸易航路，商船从宁波港出发，经

泉州、广州绕马来半岛，过印度洋
到波斯湾至阿拉伯国家，将宁波的
越窑青瓷带入阿拉伯国家，返程时
又将阿拉伯—波斯地区盛产的香料
带回宁波。两宋时期，明州作为当
时设立市舶司的中国三大港口之
一，更是包括巴格达在内的大食诸
国商人往来贸易的重要口岸。史
载，仅神宗熙宁十年 （1077 年），
明州与广州、杭州三个市舶司收到
的中东乳香共计 354449 斤，可见
当时两地贸易之繁荣。

这两座古港古城悠久的交往，
因为 2003 年的伊拉克战争曾经短
暂地改变轨道。两地的经贸往来虽
不如以前频繁，然而，交往如草蛇
灰线，并未中断。马富强介绍，现
在依然有数十名伊拉克人在宁波生

活工作。而紧盯着伊拉克市场，除
了前述十多家甬企外，还有位于江
北洪塘的宁波水表股份有限公司。
这家全球单体水表生产规模最大、
品种最齐全的水表生产企业，迄今
为止最大一笔海外订单，就来自伊
拉克，虽然是代工，但 5000 多万
只的巨量订单依然占到了其 2009
年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

统计显示，去年宁波对伊拉克
的出口额为 3.399 亿美元；但是仅
今年 1 月至 5 月，这一数字就达
1.79 亿美元，同比增长 47.7%，出
口产品包括鞋类、服装及衣着附
件、洗衣机等。虽然1.79亿美元在
宁波今年前 5月出口总额 1062.7亿
元中比重可谓极低，但这个正在走
向和平的市场前景可期。

宁波商人穿梭在
百废待兴的巴格达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黄佳颖） 伦敦时间 9 月 4 日下
午 1 时许，英国诺丁汉大学将朱
比利校区内一幢综合楼命名为“徐
亚芬楼”，以此向徐亚芬女士及其
团队为促进中英高等教育合作所
作贡献表达敬意。据悉，这是英国
诺丁汉大学建校 130余年来首栋
以华人女性名字命名的建筑。

徐亚芬现任浙江万里学院理
事长、宁波诺丁汉大学理事长，
是英国诺丁汉大学荣誉法学博
士。怀着“教育兴国”的强烈使
命感，徐亚芬和她的同事一起，
从 1993 年开始创业，在没有国
家财政投入的情况下，创办了中
国第一家全民事业制教育集团

——浙江万里教育集团；承办了全
国第一家国有民办改制高校——浙
江万里学院。

2004 年，在浙江省委、省政
府和宁波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徐亚芬及其团队在中国第一家
引进世界 100强优质高教资源，创
办了中国第一所中外合作大学——
宁波诺丁汉大学。该校的创办，开
创了中国高等教育与国外优质高等
教育资源相结合的先河，为中国教
育走向世界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模
式，并入选教育部编制的《奠基中国
——新中国教育 60年》所记载的 60
件大事之一，得到中英两国政府的
高度认可。 【下转第6版③】

（详见第15版）

“徐亚芬楼”挺立英国诺丁汉
为该校建校130余年来首栋以华人女性名字命名的建筑

更多图文视频报道见中国宁波网、甬派客户端

巴格达市中心的解放广场。

新华社厦门9月5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 5日在厦门会见来华出
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和新
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的
印度总理莫迪。

习近平强调，中印互为重要邻
国，也是两个最大发展中国家和新
兴市场国家，一个健康稳定的中印
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是
本地区和国际社会共同期待。近年
来，两国领导人就发展中印关系达
成广泛共识，同意构建更加紧密的

发展伙伴关系，明确了中印关系发
展的长远目标，双边关系在坚持这
一定位的基础上不断取得长足发
展。中方愿同印方一道，以双方共同
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引，
增进政治互信，推进互利合作，推动
中印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

习近平指出，中印两国要坚持
双方互为发展机遇、互不构成威胁
的基本判断。希望印方能够正确、
理性看待中国发展。

【下转第6版②】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莫迪

本报讯 （记者易鹤） 9 月 4
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文明
委主任裘东耀在鄞州区检查指导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时强调，要深
入贯彻落实全市争创全国文明城
市“五连冠”动员大会精神，深
入细致扎实推进文明城市创建，
坚决打赢争创“五连冠”攻坚
战，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
胜利召开。

医院是城市文明的窗口。裘
东耀一行来到市第六医院，深入
门诊大厅，仔细察看、了解医疗
服务环境和自助收费等便民就医
举措，希望医院用心感受患者的
病痛及心理，提供更加人性化的
医疗服务。在轨道交通儿童公园
站施工现场，裘东耀认真检查安
全、环保等设施，要求加强安全
生产和工程质量监管，确保安全
文明施工。随后，裘东耀来到鄞
州万达广场督查商业街区文明创
建，要求强化局部细节打磨，提
升智慧管理水平，优化提升市民
购物休闲环境。裘东耀还走进东
裕社区，察看垃圾分类推进情
况，详细了解社区文明创建等工
作。

裘东耀在听取鄞州区及市级
有关部门的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汇
报后强调，争创全国文明城市

“五连冠”进入了关键的冲刺

期，各级政府及部门一定要以决战
决胜的信念和勇气打赢攻坚战。一
要深化认识强担当。深刻把握文明
城市创建工作对于“名城名都”建
设的重大意义，层层统一思想、落
实责任，主要领导要亲临现场靠前
指挥，分管领导要抓具体、具体
抓，确保文明城市创建落到实处、
抓出成效。二要营造氛围增声势。
在街面增加造型公益广告投放，在
声屏报网开展多频次文明创建宣
传，大力营造“创建无处不在、文
明无时不有”的浓厚氛围。三要全
面发动聚合力。深入推动文明城市
创建进楼道、入家庭，让社会主义
核 心 价 值 观 家 喻 户 晓 、 人 人 皆
知，切实提高市民对文明城市创
建的知晓率和参与率，使展现文
明、提升文明成为广大市民的自
觉行动。四要对照标准抓整改。
突出抓好公益广告、车辆停放、
物业管理、环境卫生等方面的薄
弱环节，进一步挖掘亮点、展现
特色、塑造品牌。五要完善机制
促长效。着眼当下，立足长远，
完善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机制，让
文明城市创建更加利民惠民，让
城乡文明美美与共，全力创建全
域化高水平文明城市，全力开辟

“名城名都”建设新境界。
万亚伟、胡军、黎伟挺以及张

良才等参加。

裘东耀在检查指导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时强调

深入细致扎实推进文明城市创建
坚决打赢争创“五连冠”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