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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督察进行时

本报讯（记者殷聪 通讯员
储昭节） 甬企创新迎来重大利
好。记者从市经信委获悉，我市
已启动智能装备首台 （套） 及新
材料首批次应用保险补贴。按照
计划，我市将借助保险的杠杆效
应，对单家企业最高补贴保费
500 万元，鼓励企业开发、应用
新产品。

作为全国首个“中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智能装备
及新材料是我市加码智能制造的
重要方向。经过多年发展，我市
已形成高性能永磁材料、高端金
属合金材料、石墨烯材料、膜材
料、锂电子材料和高性能绿色
化工材料等优势产业，并拥有
工业机器人与专用机器人、高
档数控机床、智能监控装置等
特色产业。但由于创新的不确
定性，企业应用智能装备、新
材料时仍存顾虑，部分智能装
备、新材料存在好装备好材料不
好用、不敢用的现象，成为我市
智能装备及新材料产业快速发展
的一大瓶颈。

“为加快我市智能装备首台
（套） 和新材料产业创新成果的
推广应用，激活释放下游应用的
有效需求，此次我市启动智能装
备首台 （套） 及新材料首批次应

用保险补贴，将借助保险的力量支
持企业智能装备首台 （套） 和新材
料产品的推广应用，发挥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市经信
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与国家及其他
省市的补贴政策相比，我市智能装
备首台 （套） 及新材料首批次应用
保险补贴的范围广、力度大，企业
操作更为便捷。

根据我市特色优势产业及特色
产品，在工信部编制的《重点新材
料首批次应用示范指导目录》《首
台 （套） 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
导目录》基础上进一步扩容，让更
多甬企享受政策带来的红利；参保
智能装备首台 （套） 及新材料首批
次应用保险，可申领的保费补贴至
少超过保费总额的80%；签署保险
合同后便能申请补贴，减轻企业负
担……政府部门通过一系列“组合
拳”，全力扶持智能装备及新材料
产业，助推企业快速发展。

“补贴政策有特色，有亮点。
比如新材料产品质量安全险，一旦
企业因新材料质量缺陷造成合同用
户更换或退货，生产企业将获得一
定的赔偿。”恒河材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邬柏儿说，保险补
贴降低了企业开发、推广新产品的
风险，有助于企业创新，由制造向

“智造”转变。

单家企业最高补贴500万元

我市启动智能装备
及新材料应用保险补贴

本报记者 徐 欣
江北记者站 张落雁
通讯员 王谢雪

前 天 是 第 30 个 国 际 志 愿 者
日，冬日暖阳下，白沙公园的献
血车前排起了长长的献血队伍。
登记、填表、体检……在红十字
会志愿者的引导下，一切井然有
序。

“献血，是我义不容辞的事。”
江北首位女性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王
蔷说，“在白沙这片好人聚集的热

土上，大家崇德向善，用行动实践
爱与奉献，用真诚点燃希望与温
暖。”

浙江孝贤、江北好人董江珍也
来了。面对记者，董江珍自豪地做
起“广告”：“我们白沙作为省文明
街道、宁波市扶残助残爱心街道，
一直好人辈出、好事频现。总人口
1.8 万人，却涌现出了 25 名国家、

省、市、区级好人、道德模范。”
献血车附近，“活雷锋”张利

忠在为居民免费磨菜刀。“在我困
难的时候，社区给予了我关怀，我
也要将爱心传递给更多人。”张利
忠说，自从成了桃源社区的义工
后，他经常行走在各个楼道，上门
为群众提供便民服务。

“为深入挖掘‘好人’，发挥社

会效应，街道开展了‘白沙好人’
‘优秀义工’系列评选，重点挖掘
了身边的‘平民英雄’和基层涌现
的‘凡人善举’。”街道负责人介
绍，十九大之后，街道组建了圆梦
宣讲团，在广场上、社区内开展的

“唱响日湖”等专题文艺演出和活
动中，特别邀请“白沙好人”代表
参加。

铺路搭台打造“好人高地”
1.8万人的白沙街道，涌现出25位国家
及省市区级好人、道德模范

本报讯（记者吴向正） 昨日上
午，市政协举行各区县 （市） 政协
主席、秘书长座谈会，交流工作经
验，听取意见建议，共谋明年工
作。市政协主席杨戌标主持会议并
讲话，他强调全市政协系统要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上下同心、上下同
力、上下协同，努力干好政协事
业、写好“政协章节”，共同推动
政协事业创新发展。林静国、张明
华、郁伟年、陈为能及陈文祥出席

会议。
会上，10 个区县 （市） 政协

负责人分别作了交流发言，介绍了
今年以来的亮点工作等情况，并就
做好明年全市政协工作提出意见建
议。

在充分肯定各区县 （市） 政协
工作成绩后，杨戌标指出，党的十
九大对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寄予了
新希望、明确了新方向、提出了
新要求。全市政协系统要上下同
心，在把准方向上见行动。要把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首要政治任
务和头等大事，认真组织、周密
安排，深刻领会、学以致用，更
加 自 觉 地 坚 持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领
导，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切实以十
九大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真正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十九大精神上来。要上下同
力，在服务中心上下功夫。紧紧
围绕十九大确定的目标任务，把

握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之时，把握实现“两个高水平”
宏伟目标之时，把握建设“名城
名都”之时，不断推动政协思维
理念之进、履职方法之进、工作举
措之进，围绕“一带一路”建设综
合试验区、“最多跑一次”改革、
城市品质提升等课题，着力为转型
发展聚众智，为深化改革献良策，
为民生改善出满力。要上下协同，
在干好事业上聚合力。在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征程中，人
民政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
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不可替
代、优势不可比拟。两级政协要牢
固树立“一盘棋”思想，继续强化
团结协作意识，切实做到上下一条
心、拧成一股绳，思想上多交流，
资源上多共享，履职上多联动，力
量上多联合，廉洁上多自律，进一
步形成共同推动政协事业创新发展
的强大合力。

杨戌标在各区县（市）政协主席秘书长座谈会上强调

上下同心 上下同力 上下协同
共同推动政协事业创新发展

本报讯（记者余建文 通讯
员刘克岚） 12月6日，国家海洋
督察组 （第四组）下沉督察小组
赶赴北仑区梅山岛，对梅山岛及
周边海域的规范用海、海洋环保、
岸线整治等情况开展现场核查。

上午 10 时许，立体督察行
动开始，中国海监执法飞机、船
舶沿着海岸线，对梅山岛及周边
海域内围填海项目的海洋资源管
理和环境保护展开现场核查，海
监执法车驶上防波堤，相关督察
人员携带摄像、照相、录音和
GPS定位测量仪等监测设备，实
地踏勘取证。其间，督察组相关
成员在北仑区海洋部门负责人的
陪同下，对宁波滨海新城绿化带
建设一、二期项目的海域使用情
况进行现场核查。

督察组指出，此次对北仑区
开展立体督察，旨在“摸清、摸
透、摸实”海洋资源管理和海洋

环境保护的情况，主要针对落实国
家关于围填海法律法规及管理制
度、围填海项目审批、围填海执法
等方面情况，督促地方政府边督边
改、立行立改，推动健全海洋资源
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提升“管
海”“护海”能力水平。

北仑区相关领导表示，北仑各
部门、镇 （街道） 及开发区一把手
将亲自抓好整改落实，对督察组发
现的问题边督边改、即知即改、立
行立改，实事求是形成处理意见，
积极主动做好配合工作。

据悉，国家海洋督察组 （第四
组） 下沉督察小组将先后下沉至奉
化、北仑、象山和杭州湾新区等四
地开展督察。

根据安排，国家海洋督察组进
驻浙江时间约 1 个月。进驻期间

（2017 年 11 月 20 日—12 月 19 日）
设立举报电话：0571-89662866，
举报信箱：杭州市邮政信箱 729
号。督察组主要受理涉及围填海管
理方面的举报，受理举报电话时间
为 每 天 8 00—20 00。 进 驻 期
间，督察组不接待走访。

国家海洋督察组下沉北仑
梅山岛开展“陆海空”立体督察

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宁海记
者站陈云松 袁信禄） 在洁美村庄
宁海胡陈乡梅山村，家家户户都有
一只桶身上装有芯片的家用智能
垃圾桶。每天 17 时到 21 时之间，
村民把餐厨垃圾放到家门口，清
运员会开着智能采集清运车进行
收集。

“如今，原先放置在角角落落
的 40 只大垃圾桶不见了，村庄环
境更加干净、美观。”在村里负责
垃圾分类工作的叶婉芳说，根据汇
总数据，推行垃圾智分类两个月

来，村民的分类参与率达到 96%、
准确率达 81%，分别比 9 月份提高
28%和27%。

2015 年，宁海在全市率先推
行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目前，该
县基本实现 363 个建制村生活垃
圾处理全覆盖，共建成餐厨垃圾
再利用中心 91 个，日处理量 60
吨。

今年 8月，针对农村垃圾分类
动态跟踪难的情况，宁海在下畈、
梅山等 45 个省级试点村设置智分
类数据管理云平台，通过信息化管

理，实现对区域性垃圾分类数据信
息的收集、存储、统计、汇总，打
通垃圾分类“户—村—乡镇—县主
管单位”和“垃圾产生—垃圾分类
—分类收集—分类处理”的全渠
道，推动垃圾分类进入 2.0 智能时
代。

垃圾分类服务运营方宁波加多
美公司技术人员介绍，智分类数据
管理云平台由智分类收运数据采
集和智分类垃圾处理计量监控两
个系统配套组成，通过一户一卡
实名制，实现垃圾分类投放有源可
溯。

金华飞是梅山村两名垃圾清运
员之一。她告诉记者，村民们听到
播放的音乐，将自家垃圾桶放至智
能采集清运车的称重扫码区域，进
行自动称重、读卡。集满后的厨余
桶会被运至厨余垃圾处理中心处

置，其他垃圾运送至就近设立的其
他垃圾待运区，等待中转站收运，
进行填埋或焚烧处理。有害垃圾则
由村民送到村内统一设置的有害垃
圾堆放区。

为了提高村民积极性，清运员
会根据桶内垃圾分类情况分等级
打分，得分情况会传送到系统终
端。村民可在智分类自助查询机
上查询每天的积分获取情况，持
卡到村内绿色积分超市兑换日常
用品。作为全县首个垃圾智分类
试点村，岔路镇下畈村目前已发
放智能家用垃圾桶 336 只，建成
绿色超市一家，实现了全村垃圾
分类的智能化管理。

“宁海将在做好垃圾智分类试
点的基础上，通过两年左右努力，
实现垃圾智分类县域全覆盖。”宁
海县农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45个省级试点村家家户户用上装有芯片的智能垃圾桶

宁海农村垃圾分类开启“智”时代
一户一卡实名制，实现垃圾分类投放有源可溯

中国海监执法飞机开展现场核查。 （徐能 摄）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基层行基层行

鄞州东胜街道王家社
区的志愿者前天来到海军
宁波江东干休所，把《中
国共产党章程》《十九大
党章修正案学习问答》以
及十九大学习笔记本等赠
送给身经百战的离休老干
部。其间，老同志还就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论述进行了学
习交流。

（丁安 孙灵 摄）

十九大精神
人人学

象山为1.6万多名残疾人
购买意外伤害保险
总保额近7亿元

要认耶路撒冷为以首都
特朗普决定引多国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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