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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余晶晶）记者昨天从市教育局
获悉，我市发布《宁波市人民政府
关于支持宁波大学加快建设“双
一流”高校的若干意见》，扶持宁
波大学加快建设“双一流”高校，
以期辐射带动全市高校整体办学
水平提升，使高校更好地成长为
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引擎和
智库。

根据《若干意见》，省、市财政
继续共同保障宁波大学每年 1亿
元的省重点高校建设经费；自
2018 年起，参照省财政投入标
准，宁波市财政连续 5 年每年支
持宁波大学高峰学科建设新增专
项经费 7500万元、一流学科建设
新增专项经费 1 亿元。对科技创
新楼群建设给予一次性支持2.33
亿元。对成功创建的国家重点实
验室、国家工程中心，市财政按最
高不超过 3000 万元的标准予以
支持。同时，按照研究型大学建设
需要，加大市级财政对宁波大学
日常办学经费的投入，确保宁波
大学生均经费高于市属普通本科
高校，到 2019 年年底前，实际到
位生均经费标准为 1.6 万元/年，

主要用于一流学科和科技创新重大
平台建设。

此外，鼓励宁波大学积极吸纳
社会办学资金，建立多元化资源募
集机制，视捐赠收入规模变化及财
力状况等因素，确定财政配比比例。

宁波大学也提出了“双一流”学
科建设的目标：至2020年，海洋生物
技术与海洋工程学科群高质量通过
国家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中期考核。
再过 10年，初步建成与区域经济地
位相匹配的特色鲜明的综合性研究
型大学；产生一批重大国际学术前
沿科研成果和产业化创新成果，支
撑、引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明显增强。到2050年，拥有一批创新
团队，集聚一批全职院士层次顶尖
人才150名以上，用一流的自主创新
能力引领并全面支撑区域经济社会
的创新发展，全面建成高水平综合
性研究型大学。

为此，宁波大学已引进 3 名全
职院士，他们将带领团队分别在加
快新药发现新技术和早期产业转
化、植物病毒基础理论和病害防控
技术、水资源全程智慧管理和优化
运作等领域开展一流的研究和创
新。

我市出台一揽子政策
扶持宁大“双一流”建设
今年起连续5年每年新增1.75亿元
明年年底前生均经费标准达到1.6万元/年

本报讯（记者龚哲明） 昨日
上午，市政协主席杨戌标赴宁波
博物馆调研文化建设工作。他指
出，打造东方文明之都，要大力
弘扬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宁波博物馆要做好承载宁波文
明、传承宁波文化、讲好宁波故
事的工作，激发全市人民的自豪
感和自信心。郁伟年及陈文祥参
加调研。

杨戌标一行听取了宁波博物
馆的基本情况和项目展陈工作汇
报，并饶有兴致地参观了“甬上
留香——弘一法师翰墨展”“茶
马古道八省区文物联展”“东方

‘神舟’——宁波史迹陈列”等
展览。

杨戌标强调，党的十九大报
告指出，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
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
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其来源就是中华民族
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优秀

传统文化，博物馆陈列展出的文物
就是我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宝贵财富
之一，弥足珍贵。要积极从传统优
秀文化艺术中汲取营养，深入挖
掘、大力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价值理念；要与时俱进、积极推进
文化创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
入新活力、新内涵。

杨戌标指出，宁波博物馆作为
宁波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机构，是
保护、传承宁波区域历史文化的最
高殿堂，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的地位无可取代。要顺应新
时代博物馆文化传播和公共服务的
新要求，以高标准、科技化的创新模
式，全力做好各项目的展陈工作，打
造精品陈列，优化藏品体系，开展教
育活动，切实让文物活起来。要充分
发挥文物资源优势和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的作用，充分挖掘文物背后蕴
含的人文精神，让历史留存，让文
物说话，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播社会正能量，为增强民族
文化自信贡献力量。

弘扬传统文化 增强文化自信
杨戌标赴宁波博物馆调研文化建设工作

本报讯（记者朱宇 黄合 北
仑记者站顾霄扬） 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昨日上午，纪念张人亚同志
诞辰 120周年活动在北仑举行。省
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郑栅洁出席纪
念活动并讲话，他号召全市党员干
部以张人亚同志为榜样，高举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
大旗帜，弘扬“红船精神”，焕发
革命斗志，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
使命不懈奋斗。

钟关华、毛宏芳、施惠芳参加
纪念活动。

张人亚同志 1898 年出生于北
仑霞浦，是一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
党员，中央苏区检察工作和出版发

行事业的重要领导者，上海金银业
工人运动领导人。张人亚同志为保
存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和《共产
党宣言》中译本等党的早期文献作
出了重要贡献。

“张人亚同志的一生，是革命
的一生、奉献的一生、光辉的一
生，是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永远奋斗的生动写照。”郑栅
洁在纪念活动上深情地说，张人亚
同志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在我们党
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平凡的印记。张
人亚同志的革命事迹和崇高精神，
是激励我们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的
宝贵精神财富，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和弘扬。

郑栅洁说，今天我们纪念张人
亚同志，就是要学习他百折不挠、
矢志不渝的坚定信念，坚守共产党
人的政治灵魂，筑牢共产党人的精
神支柱，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
梁，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
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就是要学习他
舍生忘死、一心为党的忠诚本色，强
化“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四个服从”，始终在政治立场、政
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为党和人民的利益奋斗不
息、奉献不止；就是要学习他不畏艰
险、勇挑重任的担当精神，以时不我

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六争攻
坚、三年攀高”行动，努力推动宁波
走在高质量发展前列，为全国全省
大局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就是要学
习他严于律己、襟怀坦白的高尚品
格，切实增强廉洁自律意识、敬法
畏纪意识，不忘为政之本，不谋一
己之私，做一个堂堂正正、清清白
白的共产党人。

郑栅洁等还与张人亚亲属一同
参观了张人亚党章学堂，缅怀张人
亚同志的革命事迹。

昨天的纪念活动还举行了张人
亚铜像揭幕仪式，十九大代表胡朝
霞向全市党员干部发出“传承红色
基因、牢记初心使命”的倡议。

纪念张人亚同志诞辰120周年活动举行
郑栅洁出席并讲话

本报记者 黄合 朱宇
北仑记者站 顾霄扬

昨日上午，骤雨初歇，躲在乌
云后的阳光冲破了重重云层，带来
了夏日的灼热感。

今年，是张人亚同志诞辰 120
周年。一个世纪前，他为了革命事
业隐姓埋名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一
个世纪后，家乡同胞专程集结举办
纪念活动，缅怀他的革命事迹，学
习他的崇高精神。

在张人亚党章学堂前的人亚广
场上，张人亚铜像正式揭幕。铜像高约
4.2米，身体微微前倾，高举右手，望着
前方，目光坚定——张人亚以这样的
形式，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立
下了一座精神的丰碑。

“这可是我们家族的大事，能来
的都过来了。”活动现场，张人亚后
人们组成的方队，基本上是白发苍
苍的耄耋老人。一家四代，接力数十
载，他们从未放弃寻找张人亚的下
落，奔波辗转，多番寻访，只为一
点点拂去那历史沾染的尘埃。

年届八十的画家、雕塑家江碧
波，是张人亚的外甥女，也是这座
铜像的创作者。她说，自己真的为
有这样的舅舅感到骄傲，“他是一
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信仰坚
定，志向远大。也希望大家通过这
座铜像，感受到一种行进的力量，
一种信仰的力量。”

随着太阳渐渐升高，室外温度
开始飙升。不过，人亚广场上还是
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人。

除了来自我市各部门和北仑当
地的领导干部，更多的是当地普普
通通的党员群众。他们特意从各方

赶来，有的牵着孩子，有的戴着党
徽，缅怀这位一个世纪前从这里走
出去的革命先驱，并面向铜像深深
鞠躬致敬。

故乡的人民，一直在等待着这
位“故人”。

十年前，关于张人亚事迹的帖
子一经其家属发布，迅速在北仑当
地论坛上成为热点，热心网友纷纷
为这位先烈的“回家”出谋划策。
此后每一年清明，当地网友“京
华”等人会自发来到张人亚的衣冠

冢进行祭扫，表达了对这位革命者
的敬仰和哀思。

随后，市委党史研究室和北仑
区委着力推进张人亚人物研究和红
色资源保护工作，一方面前往江西
瑞金中央苏区旧址、上海中共“一
大”会址和“二大”会址、芜湖市
委党史和地方志办公室、安徽省委
党史研究室、上海市委党史研究
室、上海市总工会、中央党史研究
室、中央档案馆、国家博物馆等单
位进一步补充和挖掘史料，另一方

面成立党章学堂作为基层党员牢记
初心的红色基地。

“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坚定
宗旨信仰，弘扬奋斗精神，追寻初
心之源，扛起使命担当！”同是北
仑人的十九大代表胡朝霞，当场向
全体基层党员发出倡议，号召大家
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六争攻
坚、三年攀高”，奋力开辟“名城
名都”建设新境界。

时光荏苒，精神永恒。张人亚
同志，欢迎回家。

在家乡，立下精神的丰碑
——纪念张人亚诞辰120周年侧记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加强党中央对外事工作集中统一领导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第3版

坐落于霞浦街道张人亚党章学堂人亚广场上的铜像。 （崔引 摄）

本报讯（记者孙佳丽 通讯
员秦羽） 来自宁波高新区 （新材
料科技城） 的统计显示，截至今
年 4月，该区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
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达 85%和
70%。自创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以来，该区高新技术产业投入
持续增长，已成为引领全区工业
经济结构优化的关键力量，对工
业增长的拉动作用日益明显。

高新技术产业投入在何处？
在高新区剑兰路附近地块，总投
资 5亿元的路宝桥面铺装新材料
项目已进行现场桩基施工，这个
以创新撑起杭州湾跨海大桥、港
珠澳大桥等特大桥“脊梁”的企
业，将再度在桥面铺装领域打破
国际垄断，带动我国钢桥面铺装
材料和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除了路宝桥面铺装新材料项
目，高新区的均胜普瑞智能制造
生产基地、广电融媒体科技创新
大厦、拓邦智能华东运营中心等
重点项目也已启动前期工作。

今年，高新区聚焦项目前

期、开工、续建、投产四个环节，
重点抓好前期项目 77 个，安排续
建及新开工投资项目 116 个，计划
投资约 84亿元。高新区正围绕新旧
动能转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趋势，加快壮大先进产业
及新经济业态，加快培育创新型企
业、龙头企业，加快建设新兴产业平
台，辐射引领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根据计划，到 2020 年，高新区
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增
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达
90%和 60%，科技服务业增加值占
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 45%以上，培
育形成50家瞪羚企业、10家市级以
上单项冠军企业、8 家年营业收入
50 亿元以上企业、1 家千亿级工业
龙头企业，上市公司达到 8家，争取
培育1家独角兽苗子企业。

193个项目上马 84亿元投资就位

高新区争当高质量发展先行官

本报记者 王佳 通讯员 李锋

征程万里风帆劲，砥砺奋进正
当时。

过去 5年，在市委的坚强领导
下，全市各级机关党组织围绕“服
务中心，建设队伍”两大核心任
务，落实管党治党责任，聚焦主责
主业，扎实推进机关党的政治、思
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
建设，为宁波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
坚强保证。

铸牢信念强党性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5
年来，全市机关传承“上好党课”
这一传统，帮助广大党员干部在思
想、作风、党性上一次次“补钙”

“淬火”，举旗铸魂。
刚过去的 2017 年，1.5 万余名

机关、企事业普通党员走上讲台，开
展微党课、微演讲、微报告，谈学习
体会、谈思想认识。在机关基层，“千

名书记”上党课，围绕主题，聚焦问
题，有体验、有思考、有分享。

5 年来，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再
到“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一系列党
内政治思想教育在我市机关层层落
实，深入推进。为抓好经常性学习教
育，市直机关工委打造了“一校、一
网、一课、一堂、一中心”的教育培训
网络，实现教育全天候无缝化覆盖。
5年来，共培训处级领导干部、党组
织负责人、党务（纪检）干部、入党积

极分子、新党员2万余人次。
标杆是导向，榜样是力量。在

以“最美党员”“最佳团队”“最优
党建品牌”“最赞实事工程”为内
容的“身边的感动”评选活动中，
机关党员学典型、强党性，比业
绩、强责任，晒成效、话担当，在
深学实做笃行中经受党性洗礼，思
想政治素质得到淬炼升华。

狠抓基层固基础

夯实基层党建，是长远之计，
固本之举。努力把机关各级党组织
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是我市对机
关党建一以贯之的清醒认识，更是
对责任持之以恒的勇毅担当。

【下转第5版】

筑坚强堡垒 当服务先锋
——党的十八大以来宁波机关党建工作迈上新台阶

拉高标杆扬长补短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投资贸易博览会
第 二 十 届 中 国 浙 江 投 资 贸 易 洽 谈 会
第十七届中国国际日用消费品博览会

距开幕还有 天
2018年6月8日至11日 中国·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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