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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殷聪 通讯员储
昭节 赵善扬）昨天来自市经信委
的消息，我市将通过三年时间加强

“四基”产业培育，重点打造伺服电
机、减速器、石墨烯、高分子膜材
料、模具、集成电路等 6 条“四基”
产业链。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四基”
即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
料、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
础，“四基”直接决定着产品的性

能、质量及可靠性，是衡量制造业
综合实力、产业竞争力和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标准。近年来，我市“四
基”产业发展蹄疾步稳，产业基础
逐步夯实，一批行业知名企业不断
冒尖，并在模具、气动件、密封件、
稀土材料、高性能金属材料、石墨
烯等领域优势明显，亮点突出。统
计数据显示，去年前 10个月，全市
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及关键
基础材料产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3305.6亿元，同比增长20%。
“我国已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

的工业大国，但部分关键基础材
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仍受
制于人。”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以通用机械零部件及模具为
例，我国通用机械零部件产品寿命
是国外同类产品的 30%至 60%，模
具产品寿命比国外同类产品低
30%至 50%，导致不少企业只能花
3倍的价格从国外进口。

“装备制造业大而不强已成为
困扰我市乃至全国的通病，全面提升
工业基础水平，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提高产品核心竞争力迫在眉睫。”该
负责人说，下一步，我市将加大“四
基”产业链科技成果转化扶持力度，
支持“四基”产品示范应用，注重产业
链招商，力争通过三年时间，突破10
项以上“四基”领域关键技术与工艺，
推动5个以上基础产品达到国内先
进水平，工业基础能力显著增强。

夯实“宁波制造”高质量发展之基

我市全力打造6条“四基”产业链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余晶晶）昨天市委教育工委、市教
育局宣布了今年起的“抢人才”目
标：力争引进多所名校名院名所，
建成1至2所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
力的一流高校；面向全球争抢顶尖
人才特优人才100名左右和高水平
创新团队 20个左右。同时，实现研
究生培养数量大幅增长，加快制造

业应用研发紧缺人才和高素质跨
境电商人才的培养。这是宁波继市
委组织部发布重磅“抢人才”公告
后，推出的第二个“抢人才”行动。

抢抓顶层设计吸引人才。推动
成立以市委主要领导为组长的宁
波市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领导小组，
成立市“名校名院名所名人”引进
领导小组，立足宁波产业特色出台

更有竞争力和吸引力的人才引进
政策，加快引进国内外名人名师

（创新团队）。
抢建平台吸引人才。今年起

连续 5 年每年 1 亿元支持宁波大
学“一流学科”建设，此外支持科
技创新中心楼群建设 2.3 亿元。
推进浙江大学宁波“五位一体”
校区、中国科学院大学材料工程
学院建设，巩固宁波诺丁汉大学
的中外合作大学“领头羊”地位。
同时，力争 4 所高校跻身国内一
流应用型大学，有 1 到 2 所高职院
校进入全国高职教育“高水平院
校、高水平专业”建设序列。

此外，推进科学技术中心平台
建设，打造科研人才发展高地。建

设浙江无线研究院等若干个重大
创新平台，在海洋生物工程、新型
功能材料、信息通信技术等领域创
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中
心，深化宁波市高校协同创新中心
平台建设。

去年宁波抢育人才成果颇丰。
中科院院士赵玉芬、工程院院士陈
剑平全职入职宁波大学，填补了全
职在甬工作院士的空白。目前，全
市高校拥有院士 2人、加拿大两院
院士 1 人、长江学者 4 人、“甬江学
者计划”特聘教授 21人、讲座教授
17 人、博士以上高学历人才 1200
多人、教授 300 多人和市“3315 计
划”创新个人25人、市“3315计划”
创新团队9个。

今年起面向全球争抢顶尖特优人才100名、高水平创新团队20个

宁波教育开启抢育人才新征程

本报讯（记者易鹤）昨天下午，
市委副书记、市长裘东耀主持召开
座谈会，就即将提请市十五届人大
三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和
市政府民生实事候选项目向市各民
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
士代表征求意见建议。

座谈会上，王建康、郭强、张明
华、吴国平、陈为能、王丽萍、叶正
波、熊续强、周建庆等市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直
奔正题，围绕如何进一步修改完善

《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和市
政府民生实事候选项目（征求意见
稿），就招引高端人才、发展湾区经
济、申报自由贸易港、加快港口发展、
培育千亿级产业、推进企业上市、提
升城市能级、实现赶超发展、深化土
地流转、强化生态治理、优化公共服
务、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等提出了许

多中肯且有见地的意见建议。
裘东耀认真听取和记录了与会

代表的发言，并对大家积极建言献
策和对政府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
谢。裘东耀表示，市各民主党派、工
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加强调研，深入
思考，精心准备，提出了许多真知灼
见，对修改好政府工作报告和改进
政府工作帮助很大。《政府工作报
告》的修改，将认真梳理、广泛吸收

包括党外人士在内的各方面意见建
议，充分体现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
力求形成凝聚共识、鼓舞斗志、指导
实践、催人奋进的报告。

裘东耀指出，今年是贯彻落实
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改革开放
40周年，也是我市决胜高水平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
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改革开放、增
长转型、改善民生、整治环境、防范
风险、维护稳定各项工作任务繁重。
希望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
派人士充分发挥智力优势，积极献
计献策，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和监督
政府工作，共同推进我市经济高质
量发展和民生福祉持续改善，不断
开辟“名城名都”建设新境界。

梁群出席座谈会，张良才在会
上作政府工作报告起草说明和市政
府民生实事候选项目说明。

裘东耀与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
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座谈

就政府工作报告等征求意见建议

昨日下午，鄞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城市管理局） 的园林工人，在东部新城宁东路延伸段为银海枣树穿
“暖衣”。连日来，15名园林工人加班加点，赶在冷空气来临前，对这里的300余株银海枣树、加纳利海枣树做
好保暖工作。 （胡龙召 包静琴 摄）

银海枣树穿“暖衣”

本报评论员

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
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
期，各地各方面都希望率先跨越转型
发展的关口，相互之间的竞争日趋激
烈。面对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的竞
争态势，唯有拉高标杆、勇创一流，
才能走在高质量发展前列，才能赢得
竞争、赢得未来。

近年来，宁波一直在奋力追赶先
进城市，争取早日跻身全国大城市第
一方队，但“前有标兵，后有追兵，
左右有强兵”，晋级进位之路异常艰
难，稍一松懈，就会被标兵甩开、被
追兵赶超、被强兵挤出赛道。“人之
所贵，贵在精神。”从某种意义上
说，精气神就是决定事业兴衰成败的
关键因素。毋庸讳言，与一些先进城
市相比，宁波在经济总量、产业层
次、创新实力、发展后劲等方面，都
存在着一定差距。有差距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面对差距无动于衷、无所作
为。

有作为才有地位，敢竞争才有出
路。经济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往往是
缩小差距、重新洗牌的重要机会。如
果不敢超越自我，不愿迎头追赶，那
么就会错过“风口”、丧失机遇，就
会出现一步落后、步步落后的被动局
面。放眼全国全球，这样的教训和例
子屡见不鲜、不胜枚举。我们一定要
提振争先进位的精气神，拉高标杆、
奋力起跳，力争走在高质量发展前
列。

拉高标杆创一流，必须树立前瞻
思维，抓住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蕴含
的重大战略机遇，提前布局、超前谋
划，决不能左顾右盼、亦步亦趋，决不能被传统思维所束缚、被既有模
式所拖累。要增强对形势变化、科技创新趋势、国家政策调整的敏感
性，树立登高望远的大格局，用国际视野、全球眼光捕捉机遇，因势而
谋、因势而为，深入谋划推进一批重大战略、重大改革、重大平台、重
大产业，敢闯天下路，敢为天下先，敢争天下强，努力实现弯道超车、

“蛙跳式”发展，站上全球产业、行业、品牌的中高端。
拉高标杆创一流，就是要有强烈的争先意识，敢于向强者看齐，勇

于跟先进比拼。面对千帆竞发、群雄逐鹿的竞争态势，我们既不能妄自
尊大、自鸣得意，满足于现有成就，没了争先进位的劲头和心气；也不
能妄自菲薄、自我矮化，消极对待、不思进取，失去敢于“亮剑”、敢
做“第一”的勇气和决心。各地各部门和各行各业要有强烈的危机感和
进取心，把国际国内先进城市、同行业领先者作为追赶的目标，知人之
所长，更要用己之全力，切实做到“人一我十、人十我百”，不断缩小
差距、积小胜为大胜。特别是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决不能畏葸不前、不
敢应战，而是要增强攻城拔寨、虎口夺食的勇气，百折不挠、知难而
进，努力闯出新路、打开局面、确立优势。

“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高质量发展，如高
手过招，失一着则落后于人；又如逆水行舟，松一篙则退千寻。全市上
下一定要拉高工作标杆，勇于自我超越、追赶跨越，以一地一域、一行
一业的高质量发展，推动宁波走在高质量发展前列，早日跻身全国大城
市第一方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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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孙吉晶 通讯
员江赛帆 董新旵） 省政府日前
批复，同意整合设立浙江宁波南
部滨海经济开发区，实行省级经
济开发区政策。

宁波南部滨海经济开发区位
于宁海县东部、三门湾北岸，是环
杭州湾产业带和温台沿海产业带
的重要节点，也是我市辐射台州的
桥头堡。2014 年 7 月，设立宁波南
部滨海新区管委会。该区域区位优
势突出，临湾滩涂及平原可利用土
地约 350平方公里，是我省乃至全
国沿海为数不多的可连片开发土
地，也是我市乃至全省未来产业发
展的重要战略储备地。

据介绍，经过近八年的开发
建设，宁波南部滨海新区基础设
施日渐完善、开发条件日趋成
熟、产业基础日益扎实。新区重
点聚焦新能源汽车、通用航空、
生物医药、新材料、精密模具等

新兴产业，发力智能制造、绿色
制造。目前，已拥有省示范特色
小镇宁海智能汽车小镇、宁波模
具产业园等特色产业平台，同
时，正在加快谋划宁波生物产业
园产业化基地、滨海航空小镇等
重要平台建设。引进了总投资 20
亿元的知豆电动汽车、20 亿元的
吉利轻量化车身、2.4亿美元的宁
波奇亿金属年产 23万吨超薄精密
合金材料等一批优质项目，发展
后劲逐步增强。

此次，南部滨海新区获批设
立省级经济开发区将有利于进一
步增强发展能级，为我市积极抢
抓全省大湾区大花园大通道大都
市区建设机遇、抢抓重大项目和
高端人才落地增添了一个重要平
台。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优化产
业布局，加快培育新的区域经济
增长点，以更好地实现均衡充分
发展。

我市一重要开发平台升级

南部滨海新区获批
设立省级经济开发区

本报讯 （记者周琼 通讯员
许嘉琛） 新年第一天，市民陈苏
平搭乘余姚开往宁波的城际列车
时，发现了一项新的优惠：使用

“5·1 服务卡”乘坐城际列车可
享八折优惠；与此同时，在元旦
前刚刚拿到“蓝领通”职工创业
创新贷款的镇海职工刘望海正忙
碌着，准备扩大自己的科技服务
公司的经营范围。据了解，去年

以来，针对职工需求，市总工会
做实普惠文章，数百项优惠活动
惠及数百万职工。

针对职工群众需求最为旺盛
的项目，2017 年，市总工会通过
普惠、特惠、商惠相结合的办
法，将实惠切切实实送到职工身
旁。据了解，作为工会服务职工
的一项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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