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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月 13日电 十
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13 日上午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四次全体会
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监察
法草案的说明、国务院关于国务院
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
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等出席
会议。

会议应出席代表 2980 人，出
席 2962 人，缺席 18 人，出席人数
符合法定人数。

受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托，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李建国作关于监察法草案的说
明。李建国说，制定监察法是贯彻
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国家监察体制
改革决策部署的重大举措；是坚持
和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领导，构
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
体系的必然要求；是总结党的十八
大以来反腐败实践经验，为新形势
下反腐败斗争提供坚强法治保障的
现实需要；是坚持党内监督与国家
监察有机统一，坚持走中国特色监
察道路的创制之举；是加强宪法实
施，丰富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战略举措。

李建国说，监察法立法工作遵
循以下思路和原则：一是坚持正确
政治方向；二是坚持与宪法修改保
持一致；三是坚持问题导向；四是
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
法。 【下转第5版】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四次全会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等出席
听取关于监察法草案的说明、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

本报讯（记者朱宇） 昨天，省委常
委、市委书记郑栅洁在慈溪市调研时强
调，慈溪各级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对标先
进、自我加压，敢拼敢抢、实干实效，
以二次创业的新作为，写就二次腾飞的
新篇章，在“六争攻坚、三年攀高”的
生动实践中，体现慈溪应有的责任担
当。

昨天一早，郑栅洁来到崇寿镇傅家
路村。春光和煦的农民广场上，村民们
和着音乐打太极、练扇子舞，一派和美
和谐的景象。郑栅洁察村容村貌、访文
化礼堂、观乡风文明、问基层党建，对
该村以党建引领发展的做法高度肯定，
对该村自编的村规民约“三字经”赞不
绝口，希望各地全面复制推广这种“上
接天线、下接地气”的党建工作经验。
接着，郑栅洁一行来到慈兴集团，了解
企业技术研发、市场开拓等情况，鼓励
企业再接再厉，为中国装备制造业“弯
道超车”作出更大贡献。在慈溪市环杭
州湾创新中心和上林英才创业园，郑栅
洁详细了解人才引进和产业扶持政策，
希望慈溪以国际视野招引全球英才，以
一流服务汇聚创新企业，培育更多高质
量的新经济增长点。郑栅洁还考察了慈
溪城市展示馆和新城河改造区块，要求
高质量、高效率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和功
能项目建设，让慈溪人民享有高品质的
城市生活。

郑栅洁在听取慈溪市工作汇报后指
出，慈溪处于宁波各区县 （市） 的第一方队，要拉高标杆勇争先、快马
加鞭创一流，为全市发展大局多挑担子、多作贡献。要当好大湾区建设
的标兵，放大格局、放眼长远，抓紧优化城镇布局、产业布局，加强重
要功能片区的规划管控，不断完善区域交通体系，抢先一步获得杭州湾
经济区建设的巨大红利。要当好实体经济发展的标兵，提振企业发展实
业的定力，搭建服务企业的平台，扎实推进招商引资、招才引智、科技
创新、品牌提升、资本市场开发等工作，推动制造业向更高更新更优的
方向升级。要当好城乡建设的标兵，按照长三角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功能
定位，高水平推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大力培育现代服务业，深入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使城乡发展更有活力、城乡环境更加宜居。要当好民生
服务的标兵，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从细处着眼、实
处着力，办好各方面民生实事，解决好各类民生问题，让群众有更多的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要当好管党治党的标兵，坚持不懈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党员干部，全面加强“狮子型”、专
业化干部队伍建设，持续深化基层党建工作，始终保持正风反腐的高压
态势，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

施惠芳、陈仲朝参加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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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杨绪忠 通讯
员金夏玲 陈丹） 全市范围内地
形地貌是什么样的？水域分布如
何？哪些区域房屋建筑的密度较
大？昨天上午，市政府召开新闻
发布会，通报全市第一次地理国
情普查总体情况和主要成果。

我市首次地理国情普查于
2013 年 11 月正式启动，历时 3
年完成，首次全面准确地摸清了
我市地理国情家底。普查采用覆
盖全市优于 1 米分辨率遥感影
像，收集多行业专题数据，获取
了 409万个图斑及要素构成的全
覆盖、无缝隙、高精度的海量地
理国情数据。

市规划局相关人士介绍，本
次普查查清了我市地表自然和人
文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布状况及其
相互关系，获取了海岸线、滩
涂、围填海等海洋资源数据和建

成区、建筑高度等城市空间现状情
况以及低洼路段和易积水区、消防
设施、避难场所、地面沉降等关系
城市安全、防灾减灾的专项数据，
建成了普查数据库及市情平台，编
制了普查公报、普查图集和图册，
为开展常态化地理国情监测奠定了
基础。

按照“边普查、边监测、边应
用”的原则，我市积极推动普查成
果应用于生态文明建设、国土空间
开发、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领域，
为科学编制规划、优化空间布局、基
础设施建设、促进管理创新等方面
提供基础资料和决策参考。“下一
步，我们将积极推动普查成果的共
享应用，做好常态化地理国情监
测，为制定城市发展战略和重点项
目、重大工程提供基础数据支撑和
科学手段保障。”市规划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相关报道见第7版）

409万个图斑及要素为宁波“画像”

全市地理国情“家底”
首次公布

本报讯（记者包凌雁） 记者昨
日从市发改委获悉，今年我市将安
排重大前期项目 122 个，总投资
4314 亿元，重点培育产业发展新
动能，强化基础设施保障。

瞄准项目前期、开工、续建、
投产“四个环节加速”，市发改委
通过项目加速，确保高新技术投
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生态环境

和公共设施投资、民间投资、建安
工程投资、产业投资“六个关键领
域加快”。前期项目优先选择对全市
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在所处领域和行业中地位重要、投
资规模大、综合效益明显的重大项
目。其中，农水项目 14 个，总投资
248.2 亿元；工业项目 15 个，总投资
506.6 亿元；服务业项目 17 个，总投

资404亿元；交通项目17个，总投资
1596 亿元；能源项目 3 个，总投资
46.3 亿元；城建项目 30 个，总投资
504.2亿元；社会发展（公共服务）项
目 16 个，总投资 71.7 亿元；其他项
目10个，总投资937亿元。

此外，今年在建和拟建的重大
项目有197个，总投资超过5000亿
元，2018 年计划完成投资 835 亿
元。其中新开工项目 61 个，投产
项目32个，续建项目104个。市民
期待的宁波奥体中心项目 （一期）
三馆一园将在今年基本建成。总投
资 84 亿元的宁波栎社国际机场三
期 扩 建 工 程 累 计 完 成 投 资 68 亿
元，今年 T2 航站楼主体结顶，室

内装饰和设备安装完成50%，市政
配套的高架桥箱梁完成，飞行区跑
道完工 60%。总投资 81 亿元的浙
江省三门湾大桥及接线工程宁波段
今年将交工验收。甬金铁路宁波段
今年实现全线开工建设，宁波段新
建路线 62 公里，从新昌穿越四明
山进入奉化、鄞州，接入甬台温铁
路云龙站，利用既有货运北环线北
仑支线接入宁波港。

市发改委负责人表示，今年将
把龙头项目作为谋划招引的主攻方
向，围绕规划谋划、平台打造、政
策保障、审批提速全面发力，多点
突破、强力抓出一批具有引领性、
战略性的大项目、好项目。

总投资4314亿元

今年122个重大前期项目排定
奥体中心三门湾大桥及接线工程宁波段年内完工

拉高标杆扬长补短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

本报讯 （海曙记者站续大治
记者徐展新 通讯员孙勇） 惜时争
春，海曙区全面启动“转型升级提
质年”活动，聚焦传统制造业、实
体商贸业和专业服务业三大领域，
实施智能制造提速、科技领航攻
坚、产业平台升级等系列专项行
动，确定了航天航空高端制造、嘉
乐智尚服装产业园等 36 个首批产

业转型升级重大项目，总投资逾
150亿元。

“‘转型升级提质年’活动是
落实产业争先、科技争投的主抓
手，是引导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
动力变革的核心。”海曙区主要领
导表示，今年将推进改革创新与转
型升级深度融合，推动资源要素向
转型升级集聚、政策举措向转型升

级倾斜，加大追赶跨越的步子，为
高质量建设国内一流强区奠定坚实
的产业基础。

总投资 12 亿元的杉杉锂电子
动力电池材料项目，已进入收官冲
刺阶段，上半年投产后将新增年产
值近 20 亿元；雅戈尔将于年内竣
工投产年产 13 万套高端定制西服
的智能工厂技改项目，实现标准

化、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四
化合一”；完成“类购物中心”转
型的银泰东门店将重构实体商业，
以大数据驱动探索“新零售”革
命。

今年，海曙将重点推进 15 个
传统制造业领域重点项目建设，全
年实施技改企业占全部规上工业企
业三分之一以上；围绕创建国际消
费中心城市示范区的总体目标，以
2018 年省批发零售业改造提升试
点工作为契机，实现商品销售总额
同比增长15%；开展“科技领航三年
攻坚”行动，力争高新技术产业、科
技服务业增加值均增长10%。

海曙加速产业提质升级
首批36个重大项目总投资逾150亿元

本报讯（记者朱宇） 由江西省
委常委、南昌市委书记、赣江新区
党工委书记殷美根率领的南昌市考
察团来甬考察。昨日下午，浙江省
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郑栅洁与殷
美根就深化两市合作进行座谈。

郑栅洁代表市委、市政府对考

察团一行表示欢迎，并介绍了宁波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郑栅洁指出，
宁波与南昌作为友好城市，有着较
长的合作历史、很好的合作基础。
希望两市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充
实合作内涵，提高合作层次，努力
推动产业合作、港航合作、旅游合

作、城建合作取得更加丰硕的成
果，实现更高水平的机遇共享、优
势互补、发展共赢。

殷美根表示，宁波在产业发展
和城市建设管理方面取得了令人
赞叹的成绩。南昌正在大力推进
强产业、兴城市的工作，希望通

过此次考察，学习宁波改革发展
的好经验，寻求两市互利合作的
新机会，进一步巩固提升两市的
友好关系。

宁波市领导毛宏芳、施惠芳、
禇银良和南昌市领导郭毅参加座谈
或陪同考察。

南昌市考察团来甬考察
郑栅洁与殷美根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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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巡察组向宁波教育学院等
5家高校党委反馈巡察情况

外交部
国防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教育部
科学技术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民政部
司法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
水利部

农业农村部

商务部

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退役军人事务部

应急管理部

中国人民银行

审计署

改革后国务院设置组成部门

新华社编制
改革后，国务院正部级机构减少8个，副部级机构减少7个。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设置组成部门26个。
根据国务院组织法规定，国务院组成部门的调整和设置，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

选任干部，别忘了从“心”出发
第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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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炒了”国务卿蒂勒森

“大动脉”进军公交广告市场

打造文明和谐高品质的
公交文化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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