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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易鹤 金鹭 通
讯员徐菁蔚） 5年前，宁波提出打
造天使之城，在全国率先设立了由
政府出资的天使投资引导基金；5
年后，宁波天使投资引导基金交出
最新答卷。截至目前，宁波天使投
资引导基金先后投资了 190个科技
创新项目，协议投资额 1.67 亿元，
撬动投资机构和投资人投资额逾 7
亿元，间接引导其他社会资本投资
10.6亿元。已投资项目主要经营者
中有 90 位博士、70 余位海归，15

位国千、省千计划专家……一曲
“智本”和资本“联姻”的天使之
歌在甬城越来越嘹亮。

通过专业化操作，吸引民间
资本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将宁
波打造成国内外知名的投资、创
业高地，带着这样的使命，宁波
天 使 投 资 引 导 基 金 不 断 创 新 思
路，革新方法，打破以财务指标
作为衡量企业优劣的传统标准，
建立以成果技术先进性、市场前
景、团队、商业模式等作为衡量

指标的新型企业筛选评价机制；
通过基金合作渠道，纳入各类创
业服务资源，为企业全面对接资
金、场地、法律、政策等要素，
为创业者提供辅导培训、投融资
对接、技术合作、人才招聘等服
务，提升融资能力、完善商业模
式、激发创新动能，构建科技金融

“保姆式”服务生态链；投资项目
全部集中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
材料、新装备、生命健康、节能
环保等新兴产业领域……在天使

投资引导基金的精准扶持下，近
200 家已投企业合计营收超过 24
亿元，利润同比增长 40%，涌现
出一批既有质量又有效益的中小
明星企业。

目前，宁波天使投资引导基
金 已 成 为 我 市 创 业 创 新 的 一 张

“金名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助推器”。苏州、杭州、西安、
沈阳等 20 多个城市的有关单位和
部门慕名前来考察调研，“宁波模
式”还在多地成功复制推行。

唱响“智本”和资本“联姻”的天使之歌

1.67亿元政府投资
引来17.6亿元民间投资

“来来来，新鲜出炉的蛋挞只卖一元。”昨天上午，在鄞州区繁裕社
区活动室，一位“厨娘”正在吆喝自己的特色小吃。当天，该社区举行

“老幼携益·繁星熠熠”集市公益游活动，通过特色小吃、闲置物品等义
卖，为外来务工子弟购买新年大礼包。 （徐能 陈美美 摄）

逛集市 献爱心

本报讯（宁海记者站陈云松
记者孙吉晶 通讯员陈磊）村里上
季度开展固定组织生活日是什么
内容？发展党员的程序是怎样的？百
村立功竞赛项目推进情况如何……
日前，宁海县力洋镇党委书记胡小
峰带领组纪宣班子成员来到该镇岭
峧村，依照乡镇党建工作季度“巡查
审计”99个清单，对村党建工作进行
逐项审计，给出评判并打分。

这种运用于经济行为监督上
的方法，为何被应用到基层党建的
考评上？宁海县委组织部相关领导
表示，借鉴审计理念和方式，探索
建立全过程对标、全覆盖检视的基
层党建巡查机制，及时发现纠正基
层党建存在的工作推进不平衡、基
本要求不达标、任务落实不到位、
制度执行不严格等问题。

去年初，宁海县建立以“督查
—研判—反馈—整改—抽查—评
议”为一体的基层党建“巡查审计”
机制，由县委一把手牵头，在年初、
年中、年底开展三次专题督查，并
结合“昼访夜谈、蹲点破难”专项行
动，不定期开展督查指导。乡镇党
委书记负责具体落实，按照“每月

一督查、每季一巡查、半年一通报”
的频率，开展常态化巡查。

该县系统梳理了农村、社区、
机关、两新组织、特色小镇等各个
领域党建工作重点任务，明确设立

“18+X”个审计项目，并按不同工
作职能建立相应的审计清单，设定
300 分审计分值，进行动态亮分排
位。在审计过程中，各级基层党组
织定期填报自查情况，县乡两级审
计工作组定向或区域交叉开展实
地踏看、现场询问、座谈交流等形
式进行对表检视。针对重点任务，
适时组织开展专项审计。同时对审
计结果进行动态分析研判，每季度
出具“巡查审计”专项报告，对单季
度低于 240 分的单位实行红灯预
警，以会议点评、书面通告等方式
进行告知，并与年底述职评议合并
计分，立项督办抓好对账销号。对
整改进度缓慢、实际效果不明显
的，分层开展专题约谈。去年以来，
已约谈乡镇党委书记、专职副书记
及组织委员17人次。

在巡查审计制的推动下，宁海
基层党建工作成效进步明显，全县
精品村比例在30%以上，全年成功
创建党建精品点 110个、党建示范
片26个，达标乡镇16个、示范乡镇
10 个，累计建成市县两级开放式
组织生活基地24个。

党建好不好 “审计”来考量

宁海创新巡查审计制
促基层党建提质加速

本报讯 （记者孙吉晶 宁海
记者站蒋攀 通讯员潘璐璐） 日
前，东方日升公司生产的地面用
晶体硅光伏组件，领到了首张太
阳能光伏行业“浙江制造”产品
认证证书。

“浙江制造”是经市场与社会
公认，代表浙江制造业先进性的
区域品牌形象标识，是浙江制造
业的标杆和领导者，是高品质高
水平的代名词。东方日升作为浙
江省光伏行业龙头企业，一直以
高标准、高品质领跑行业，2016
年参与编写 《地面用晶体硅光伏
组件》 浙江制造团体标准，并在

战略规划、生产管理、协同管
理、品牌发展、技术创新等多方
面严格规范，使地面用晶体硅光
伏组件产品的主要技术指标达到
或超过浙江制造团体标准的要求。

据介绍，获得“浙江制造”
认证的产品，可在产品上印制

“品”字标志，这不仅有利于提升
公司综合形象和综合竞争力，开
拓优质产品市场，增加品牌附加
值。同时，认证产品可优先纳入

“浙江制造精品”目录，在政府采
购、政府性投资及补助、国有企
业投资等项目中，同等条件下优
先采购。

东方日升获首张光伏行业
“浙江制造”认证书

本报讯 （记者孙吉晶 通讯
员陈芳 楼立明） 根据浙江省建
设用地供应动态监管系统统计，
2017 年我市供应国有建设用地
46446 亩，同比减少 4.98%；出让
土地 30095 亩，占全部土地供应
面积的 64.8%，同比增加 10.9%；
成交土地出让金725.2亿元，同比
减少9.9%。

据了解，在供应的国有建设
用地中，存量土地为 27494 亩，占

59.2%，已连续两年超过新增用地。
土地供应结构中，商服用地 2812
亩，占 6.2%，同比减少 34.3%。住宅
用地 11615 亩，占 25%，同比增加
1.2% ，其 中 商 品 住 宅 用 地 10019
亩，同比增加 16.1%。工矿仓储用
地 14897 亩，占 32.6%，同比增加
22.5%。基础设施和公共管理等其
他用地 16388亩，占 35.8%，同比减
少 7.4%；其中交通运输用地 9705
亩，同比减少9.3%。

我市去年成交
土地出让金725亿多元
存量土地供应连续两年超过新增用地

“您好，我叫旺宝，欢迎来到图
书馆。”“借书请来这边，看书请上
楼。”近日，宁波大学园区图书馆来
了一位特殊的管理员——机器人

“旺宝”。
据悉，2017 年 9 月，宁波大学

园区图书馆与南京大学旗下的一

家科技公司共同研究调试了这款
专门适用于图书馆服务环境的机
器人。根据系统设定，机器人除了
能提供读者咨询、借还书指引、扫
码找书、读者引路等服务外，还能
与读者和工作人员进行日常会话
交流。 （王博 施虹宇 摄）

图书馆来了机器人管理员

本报讯 （记者张燕 通讯员
徐昭） 对于市民关心的轨道交
通工地和相关道路情况，记者
昨日获悉，经过全线排查，春
节前宁波轨道交通工程全线在
建工地能退还围挡 4 处，地点分
别为海晏路 2#至 5#桥、白鹤公
园、翠柏路 2#桥和宁横路顾家
桥，回退场地面积共计 13061 平
方米。

从1月5日起，宁波轨道交通
成立 3 个专项检查小组，由指挥

部、集团公司主要领导带队、各
分 （子） 公司和各部门负责人包
片包线，全体业主代表和施工、
监理单位负责人全程参与，对在
建 5 条线路 50 多个施工项目进行
全线排查。截至昨日 17时，排查
发现全线在建工地现场文明施
工、标准化管理、道路破损等问
题290余项，已经整改完毕250余
项，剩余未整改完毕的已落实专
人督促闭合。

目前，全市有 7300多名建设

者坚守在轨道交通一线，奋战在
全线 50 多个施工现场。对于市
民关心的宁波轨道交通 5 号线一
期拆复桥工程，记者了解到，5
号线一期途经的海晏路上有 8 座
桥梁。拆复桥施工涉及道路硬
化、交通导改、多条管线迁移、
河道围堰、拔桩打桩、桥体主体
结构以及桥面铺设等多个工序，
作业复杂。目前，该路段上有四
段拆复桥施工围挡。其中，位于
百丈东路与中山东路之间的海晏

北路 2#拆复桥围挡内，工地已
经完成主体施工任务，按计划将
于 1 月 31 日 前 对 外 开 放 通 行 ；
3#、 4#、 5#桥 也 已 基 本 完 工 ，
半幅已经通行，另半幅围挡将用
于地铁百丈东路站施工；位于中
山东路和宁穿路之间的 1#拆复
桥完成了所有下部结构施工，正
在进行现浇连续梁 （上部结构）
施工，计划于 2018 年 6 月开放通
行。其他桥梁最晚于 2019年年底
开放通行。

春节前回退围挡场地1.3万平方米
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和道路恢复同步加快

本报讯 （记者杨绪忠 通讯
员廖鑫） 细心的市民也许注意
到，中山路沿线还有几个工地

“围着”未透。昨天，笔者从市
住建委获悉，最迟春节前，市
民熟悉的碶闸街、阳光广场和
新建环城西路公园可以拆围开放
了。

新 阳 光 广 场 ， 北 起 县 前
街，南至华楼街，西邻解放南
北路，东接厂堂街老实巷。工
程于去年 6 月正式开工建设，建
设内容主要包括：轨道交通鼓
楼站地面广场区域改造、艺术

喷泉设施、景观铺装、景观绿
化、灯光等。北广场采用半下
沉式设计，轨道出入口呼应地
上主广场，形成整体大气的空
间体验。南广场中心打造水秀
广场，供市民休闲观赏，广场
东侧原有绿地采用乔木加草坪
的方式进行改造，提供市民休
闲、活动场所。目前已经完成北
侧下沉式广场及夹层平台铺装、
整石坐凳安放及冷却塔、格栅廊
架、垂直墙的主体结构安装，部
分地面铺装、绿化种植、栏杆安
装等工程在抓紧推进，1 月底前

可以基本完成并开放地面广场，
春节前市民可到新的阳光广场休
闲娱乐。

碶闸街地下通道南起轨道交
通一号线东门口站地下商铺，北
接和义大道地下商铺，全长 132
米，旨在连通天一广场商圈与和
义大道商圈，活跃周边商圈商
业。受碶闸街地下通道施工影
响，和义路部分路段封闭施工，
给市民带来了诸多不便。目前正
在抓紧做好管线割接、沥青摊铺
等施工。预计 2 月初完成路面施
工，即可恢复碶闸街、和义路地

面交通。但由于地下通道部分正
在进行全面装修阶段，春节前尚
不能同步开放。

新建的环城西路公园位于中
山西路与环城西路交叉口，东接
环城西路，西至天一家园，南靠
中山路，北邻羽航体育中心。公
园除了地上全新的景观，还修造
了地下停车库。目前，环城西路
公园的地下车库已经全部完成，
仅剩下地上景观部分的园路铺
装、绿化种植，计划于 1 月底前
基本完成，春节前可以向市民开
放。

中山路沿线三个施工围挡将陆续拆除
阳光广场、环城西路公园春节前可向市民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