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历丁酉年十二月十四 十九立春

国内统一刊号
CN33—0003

中共宁波市委机关报 新闻热线：87000000
www.cnnb.com.cn

NINGBO DAILY

2018年1月 日 星期二30 天气：今天多云，夜里转阴天；西北风转东北风3级；-3℃－4℃
明天阴有雨或雨夹雪，山区有雪；偏北风3-4级

今日市区空气质量预测：良至轻度污染

甬派新闻客户端 中国宁波网手机版

总第15499期
今日16版
（A12版 B4版）

本报杭州电（记者龚哲明）昨
日上午，省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举
行大会选举，选举产生主席、副主
席、秘书长、常务委员。葛慧君当选

为省政协主席，孙景淼、郑继伟、张泽
熙、陈小平、吴晶、蔡秀军、陈铁雄、
马光明、周国辉当选为省政协副主
席，金长征当选为省政协秘书长。

新一届省政协
领导班子选举产生
葛慧君当选省政协主席

本报讯 （记者陈章升 何
峰 慈溪记者站邵滢） 慈溪吹响
以项目建设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
高质量发展的“冲锋号”。昨
日，浙江中捷 （宁波） 产业合作
园在慈溪滨海经济开发区揭牌，
首批企业正式入驻。在同时举行
的重大项目签约仪式上，15 个
落户项目总投资130亿元。

浙江中捷 （宁波） 产业合作
园是一个以捷克等中东欧国家为
重要元素，集聚国际优质产业资
源的开放型国际产业合作园，未
来将打造成集产能合作、经贸往
来、人文交流、科技创新等于一
体的国家“一带一路”国际区域

合作示范平台。慈溪于 2016 年初
启动中捷 （宁波） 产业合作园创建
工作。同年 6月，合作园被纳入省
政府与捷克工贸部签订的经贸合作
备忘录。目前，已有捷克户外保温
箱、捷克轻型通航飞机、匈牙利电
子魔墙等 6 个项目落户浙江中捷

（宁波） 产业合作园。
在重大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上，

慈溪滨海经济开发区管委会、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环杭州湾
创新中心、周巷镇、观海卫镇分别与
投资方签约，年产 30万吨环保石塑
材料、年产 5 亿只墙壁开关及配套
配件生产基地等 15 个重大项目落
户慈溪，总投资130亿元人民币。

总投资130亿元的15个重大项目签约落户

慈溪以项目建设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龚哲明） 省政
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
议程后于昨日下午胜利闭幕，出
席会议的 48 位在甬省政协委员
陆续返回宁波。

会议期间，委员们围绕省政
协常委会工作报告、省政府工作
报告等各项报告，开展讨论发
言，就推进今年全省经济社会发
展和做好政协各项工作建言献
策，为全省加快“两个高水平”
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据不完全统计，在甬省政协
委员向大会提交了 《关于宁波
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的建议》

《关于支持宁波创建“中国制造
2025”国家级示范区的建议》 等
提案 60 余件。这些提案紧紧围绕
我省重大工作部署，顺应我市全
力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实际情
况，内容涉及我省、我市经济社
会 改 革 发 展 大 局 和 社 会 民 生 热
点，问题分析客观充分，所提建
议务实可行。

委员们表示，省两会全面部署
了今年和今后五年全省经济社会发
展的目标任务，一定积极当好“代
言人”“传声筒”，传达宣传好大会
精神，并在工作实践中切实发挥模
范带头作用。

出席省政协大会的
在甬委员返甬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虞南） 雨雪退场，但寒风冷
冽、气温低迷，昨天市区最低气
温击穿冰点，为-0.5℃。随着冷
空气持续补充南下，从今夜开
始，我市将再迎新一轮雨雪过
程。

根据预报，今天白天多云，
后半夜到明天平原地区有雨或雨

夹雪，山区有雨夹雪或雪，周四到
周末晴好为主。本周气温低迷，今
明两天最高气温 3℃至 5℃，周四
到周五略回升至 6℃至 8℃，周末
略有下降；最低气温均在 0℃以
下。昨天，市气象台发布低温报
告，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最
低气温-2℃到-4℃，有冰冻；山
区-5℃到-8℃，有严重冰冻。昨

天下午，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道路结
冰黄色预警。

气象部门提醒，目前山区仍有
积雪，加之夜间气温较低，山区道
路结冰仍较严重，请大家注意交通
出行安全。此外，本周我市有持续
低温冰冻天气，或将对生产生活、
能源供应等造成不利影响，请大家
做好防范工作。

今夜起我市再迎雨雪过程

本报杭州电（记者吴向正） 昨
日上午，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宁
波代表团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审
议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省高院
工作报告、省检察院工作报告。

省市领导朱从玖、高兴夫、成
岳冲、裘东耀、余红艺、宋越舜、
钟关华、毛宏芳、傅祖民、翁鲁
敏、王建康、俞雷，省高院代院长
李占国，市中院院长周招社，市检
察院检察长戎雪海，宁波海事法院
院长陈惠明，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王霞惠等参加会议。

丁祖年代表在审议发言时说，
新时代对人大工作提出了更新更高
的要求。要着眼于提高实效，改进
监督方式和监督机制，着力增强审

议意见的针对性、指导性、可操作
性。要着眼于提高代表履职的质
量，加大代表培训力度，完善拓展
代表参与活动的渠道和平台，强化
代表履职服务保障，为代表履职积
极创造条件。要着眼于管用、好
用，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去做立法工
作，推进立法精准化、精细化，强
化专家参与，加强立法评估，切实
提高立法质量。

臧平代表说，要加强立法队伍
建设，培养引进一批立法专业人
才，提升立法专业化水平。要精准选
题，更新理念，转变方式方法，增强
监督实效；同时注重对基层人大监
督经验的总结、提炼，及时固化创新
成果。要深化民生实事项目代表票

决制工作，强化票决后项目的跟踪
监督，切实保障项目落地、顺利推
进。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确保组织
意图顺利实现。要尊重代表的主体
地位，充分发挥代表联络站作用，不
断拓宽代表参政议政渠道。

周招社代表说，要不断健全严
格公正司法的制度机制，大力提升
审判执行质效；要贯彻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深化司法领域“最
多跑一次”改革，不断提升人民群
众的司法获得感；要全面落实司法
责任制，健全优化审判权运行机
制，同步完善各项综合配套措施。
当前，宁波正在大力推广“宁波移
动微法院”，努力为全省乃至全国
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宁波经验”。

戎雪海代表说，面对新形势，
要切实增强做好公益诉讼工作的责
任感、紧迫感和使命感，把公益诉
讼置于全市发展大局来谋划推进。
要完善办案的方式方法，边总结边
提升，不断创新完善工作制度。要
加强与政府、法院的沟通协调，切
实形成工作合力。要加强宣传工
作，提高公益诉讼工作的社会知晓
度和认可度。

杨慧芳、徐真民、裘银芳、范
丽锋、徐虹等代表还就进一步做好
基层人大工作、深入推进民生实事
项目代表票决制工作、进一步加大
对龙头企业扶持力度、组织开展

《工会法》 执法检查、合力提升网
络食品安全水平等提出意见建议。

宁波代表团审议省人大常委会和两院工作报告

本报杭州电（记者吴向正） 昨
日上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余红艺
在参加宁波代表团全体会议时表
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紧扣新时代脉搏，不断
探索人大新实践，展现人大新作为，
为加快建设“名城名都”和我省“两
个高水平”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余红艺说，省人大常委会工作
报告对过去五年的省人大工作，作

了系统的、全面的总结，对今后五
年人大工作提出了建议，是一个紧
扣中心、服务大局，承前启后、继往
开来的好报告，是一个“有温度”的
好报告。五年来，省人大常委会政治
方向把得牢，服务中心意识强，依法
履职做到位，推动创新有力度，自身
建设抓得实，工作有激情、有思路、
有抓手、有成效，亮点很多，给人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余红艺指出，省人大常委会工

作报告对过去一届人大工作的经验
总结，概括得很好、很到位、很接
地气，这是在实践中形成的，非常
宝贵，对宁波市人大履职也有很强
的指导意义，我们必须牢记在心，
固化为制度，做到立说立行，长期
坚持。要突出政治、紧扣大局，做
到方向不偏、根基不松，取得党和
人民的满意和认可。要以法治为
本、以法治为要，做出特色，显示
人大自身固有的优势。要始终坚持

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不断进步、
日趋完善，永葆人大工作发展进步
的生机与活力。要做好做深民主、
民生两篇文章，不忘代表人民行使
权力的初心，把为民履职行权的使
命践行好、完成好。要不断加强自
身建设、提升履职能力，适应新时
代要求，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好。

余红艺强调，要自觉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
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正确
把握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更好推
动立法从“有没有”到“好不好”
转变，更好推动监督理念、方式、
方法转变，更好推动讨论决定重大
事项工作向常态化长效化转变，更
好推动代表工作向充满活力、富有
实效转变，实现人大工作新提升，
不断开创我市人大工作新局面。

余红艺在参加宁波代表团全体会议时表示

探索人大新实践 展现人大新作为
为“两个高水平”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本报讯（记者张燕 通讯员余
明霞 陈华伟） 据市交通委消息，
截至昨天下午 4时，我市公路、铁
路以及道路运输等仍有封道、管
制、停运等情况。

我市境内 9条高速公路通行正
常，从昨天下午 1 时起，宁波段
高速各进口除对途经湖州地区的
危化品车继续实行管制外，其他
恢复正常。全市 10 条国省道中，
省道 S213 浒溪线(余姚段)受积雪
影 响 ， 交 警 在 K54 （梁 弄 白 水
冲） 处进行交通管制，其余均正
常。

县道公路仍有 5 条受雨雪影
响，分别为余姚 X211 梨白线、余
姚 X020 密北线、余姚 X012 荷梁
线、海曙 X015 望童线路面有积
雪。海曙 X020 密北线 27K 至 33K
因竹子被雪压弯道路被封。宁海
X410 榧大线榧坑至天台大同段路
面有冰冻。

运输保障上，公路客运车辆停
运 210 条班线，429 个班次，分别
是前往北京、四川、贵州、湖南、
河南、安徽、山东、江西部分地
区 ， 市 际 前 往 温 州 、 杭 州 、 湖
州、金华、嘉兴部分地区的班线
停运。中心城区的公交、轨道交
通和公共自行车运行正常。但位
于四明山区等地有 45 条公交线路
停运，33 条线路缩线。沿海客运
方面，象山台宁至宁海伍山的红
大 车 客 渡 、 石 浦 至 鹤 浦 高 速 航
线、象山环岛旅游客运航线全部
停航，其余航线已恢复正常。铁
路有前往北京、温州、南昌、南
京、长沙、徐州等方向 9个班次停
运。民航客运全部正常。

冰雪仍影响
5条县道通行

让共赢共享旗帜高高飘扬
——习近平主席2017年在瑞士发表两场历史性
演讲的时代启迪

A11版

昨天，鄞州樱花社区的工作人员来到正在建设中的原二号
桥市场建筑工地，向施工人员送上围巾、手套等保暖用品，对
他们表示慰问。 （丁安 蓝卫明 摄）

建筑工地有温度

本报讯（记者徐欣 江北记
者站张落雁 通讯员王溪）“该
中心将与宁波本土品牌和企业设
计服务对接，吸引国际国内顶尖
艺术人才、教育机构、设计机
构，吸纳国际和国内文创领域的
投资，聚集创新要素，发展文创
特色产业。”近日，中国美院宁
波创新中心签约仪式在老外滩举
行，不久后，该创新中心将正式
入驻外马路 77 号。该项目的入
驻将推动老外滩品牌升级，为提
升城市文化品质发挥重要作用。

据悉，老外滩作为宁波打造
“一带一路”综合试验区的核心
门户区，近年来充分发掘自身文
化内涵，并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
业。不久前，江北外滩时尚街区
成功入选 2017 年度浙江省文化
创意街区。

近年来，江北依托老外滩自
身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引入了
朱仁民工作室、高希希工作室、
莫言工作室、姜昆工作室等名人
大师工作室。利用石库门一号文
保房本身浓厚的历史文化印记，
打造了石库门一号影视基地，目
前 已 有 近 10 家 企 业 入 驻 。 于
2016 年成立的宁波市核心区首

个 文 创 硅 谷 —— 上 上 班 （GO-
WORK） 文创硅谷给创客们提供
了一个创业就业、兴趣分享、知识
传播的平台，已签约入驻企业 37
家。

“以此次获评省级文化创意街
区为契机，一方面提升外滩经贸文
化交流层次，吸引更多更好的文化
活动在外滩开展；另一方面，将更
多具有亮点的文化产业项目引入外
滩，提升外滩产业格局。”外滩管
委会负责人告诉记者，要充分发挥
美术馆、城市展览馆等文化平台以
及历史建筑的功能，使老外滩真正
成为“文化沙龙”和“时尚商圈”。

未来，街区将以中国美院宁波
创新中心、中欧时尚母港等为主要
产业项目，引进英国索尔福特大
学、戴达罗工业设计等国际顶尖的
时尚产业龙头，实现国际时尚产业
由制造向智造转变，争创国际时尚
设计和高端商品智造、研发的主要
集聚中心。同时，以国际时尚音乐
港、世界风情时尚街区等为主导，
精心布置城市小品、城市家居、各
国风情雕塑等，引进街头艺术等文
化元素，打造宁波看世界的窗口，
努力将外滩国际时尚文化创意街区
打造为国际时尚产业的新样板。

构筑“一带一路”综合试验区核心门户区

老外滩以文创产业
进军国际时尚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