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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徐欣 江北记
者站张落雁 通讯员张彩娜） 日
前，随着江北谢家地块滨江景观
项目基本完成海绵化建设，我市
海绵城市试点区域内 7个样板项
目基本完工。此前，慈城新城官
山河以西提升项目、机场路 （青
林湾大桥-江北大道） 项目、湾
头小学、前洋 e商小镇项目、东
升河景观项目、姚江北侧滨江绿
化等 6个项目全部完工。项目中
包括道路与广场、公园与绿地、
建筑与小区、水系整治与生态修
复等多种类型。

2016年 4月，宁波成功入选
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
市，总面积 30.95 平方公里的试
点区就位于姚江流域北岸。按照
海绵城市“一核、四片、三加
快”的建设思路，两年来，试点
区主要开展慈城新城官山河以西
核心区域的 20 条道路及中心湖

生态修复提升工程，结合官山河以
东已建成路网和市委党校等海绵城
市在建项目，整体形成 5.3 平方公
里集中连片海绵城市建设范例。江
北还加大力度进行总面积约 11.77
平方公里的慈城新城生态区、姚江
新区保留区、天水建成片区、谢家
建成片区海绵化改造工程建设，并
在改造过程中加快PPP项目的推进
和试点区监测工作，在探索海绵城
市改革之路的同时，总结归纳形成
一套“江北经验”。

据介绍，试点区海绵城市建设
项目累计已开 工 96 个 ， 完 工 41
个。除了试点区内的项目，江北
区在全市率先明确要求新开工项
目、新出让土地，从规划设计之
初，按照海绵城市建设要求实施，
在建项目也需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海
绵化改造。不久的将来，江北城区
犹如一块大型海绵，和内涝说“再
见”。

海绵城市试点区
样板项目全部完工

本报记者 单玉紫枫

四年，不过历史的一瞬。但开
放型经济的宁波运笔，即使一瞬，
也浓墨重彩。

自 2014 年承办中国—中东欧
国家经贸促进部长级会议和中东欧
国家特色产品展，到 2015 年起，
连续四年成功举办中国—中东欧国
家投资贸易博览会，以中东欧为原
点，扩大高水平开放，宁波外贸，
纲举目张——

这已经不是港商杨良栋第一次
参加中国—中东欧博览会了，但再
次踏入宁波国际会展中心 8号馆的
那一刻，他仍难掩激动。四年生
聚，如今宁波不仅是中东欧商品进
入中国的大本营，更是一线贸易商
寻觅商机、突破进出口外延的大市
场。数据显示，今年宁波对中东欧
的进出口额，仅用4个月便突破70
亿元，增长 26.7%，其中进口 11.2
亿元，增长 64.9%。塞尔维亚的果
汁、匈牙利的气泡水、黑山的威尔
娜红酒，这些曾经“冷僻”的商品
正通过宁波，源源不断地进入寻常

百姓家。
“以前因为中东欧商品知名度

不高，市场需要有个接受和反应的
时间，加上中东欧商品种类偏少，
产量不高，难以形成规模优势。”
业内人士坦言，起初面对中东欧

“风口”，“吃螃蟹的人”也难免惴
惴。

来之不易的蜕变，其根本在于
贸易结构的优化。宁波将着力点首
先放在了港口优势上：支持宁波舟
山港参与中东欧国家港口建设、简
化中东欧进口商品准入管理机制、
为中东欧国家进口企业设立“特快
窗口”……一连串的中东欧新政接
踵而至。

2017 年，宁波舟山港与中东
欧四港货物运输量达到 28.48 万标
箱，同比增长 37.6%。与之相呼应
的是，同年，宁波与中东欧国家间
的贸易额为29.2亿美元，同比增长
23.5%，占全国比重由 4%提高到
4.3%，其中进口同比增长 74.6%，
是全国中东欧商品进口增幅的 3
倍。

来之不易的蜕变，离不开不断

升级的平台载体。作为博览会首个
落地项目，2015 年，中东欧常年
展落户宁波进口商品中心。短短数
年，如今宁波不仅孕育了全国最
大的中东欧商品集散中心、全国
首个以贸易便利化命名的检验检
疫试验区，发达的市场采购贸易
体系与通汇全球的供应链网络，
还为外贸新业态的发展创下多个
线上之最。

通过深入建设中国 （宁波） 跨
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开通运营国际
邮件交换站，宁波在全国率先应用
进口跨境电商“保税备货”，形成
跨境电商“宁波模式”。数据显
示，截至 6 月 3 日，今年宁波跨境
电商零售进口额突破 50 亿元，达
51.98 亿元，同比增长 130%，超越
郑州、杭州，跃居全国首位，约占
全国交易额的四成。

来之不易的蜕变，还来自一系
列强势崛起的“指数贸易”。本届
中国—中东欧博览会期间，宁波向
全球发布“16+1”贸易指数，这
是继海上丝路指数登陆波罗的海交
易所，被欧亚数千家企业争相订阅

后，我市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提供的又一“中国方案”。

指数是公认的“经济晴雨表”
和“市场风向标”，作为 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建设先行者的宁波，
早在 2015 年就使中国航运指数首
次走出国门。此后一系列指数带
来的蝴蝶效应，在海关总署综合
统计司司长黄颂平看来，不仅为
全 球 企 业 参 与 “ 一 带 一 路 ” 建
设 、 把 握 贸 易 动 态 提 供 决 策 参
考，也将有力提升我国在全球经
济治理中的话语权。

刚刚结束的“三会”，17 国经
贸负责人共同宣布在宁波启动建
设全球首个“16+1”经贸合作示
范区。“我们将以制度支撑合作，
实施一批与中东欧合作的示范项
目，逐步形成中国与中东欧合作
的新平台，打造对外开放和合作
发展的新模式。”市商务委负责人
表示。

站在新的起点，宁波正以高水
平开放的“动力总成”，唱响首选
之地贸易乐章，为中国的开放探索
提供更多的“宁波模式”。

贸易先行，谁持彩练当空舞
——从“三会”看宁波高水平开放（上）

本报讯（记者龚哲明） 最近一
段时间来，市政协委员们很忙。为
了做好全会提案《关于提升我市城
市管理精细化水平的若干建议》的
民主监督工作，他们在街头奔走，
在小区穿梭。6 月 8 日上午，记者
跟随市政协城市精细化管理第 5监
督调研组的委员，与他们一起参加
了一次民主监督暗访活动。

“这条新建道路竟没有非机动
车道，人与非机动车混杂而行，太
危险了。”在东部新城江澄南路
上，委员们发现了不少问题。一辆
电动自行车快速驶入江澄路地下隧

道，隧道口高悬的非机动车禁行标
志被漠视。“这不应该，但也不能
全怪骑车人。我们在隧道的设计中
应该考虑‘便利百姓’，增加非机
动车和行人通道。”看到这一幕，
一位委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引起
大家的共鸣。

委员们来到四明中路，看到很
多店面房的空调外机放置在店前路
边，有的外壳破了一个大洞，叶片
外露；有的机子拆了，留下很粗的
金属线……“这些是安全隐患啊，
如果小孩不小心触碰，会酿成惨剧
的。”有委员担忧地说。

接着，又一个因缺乏精细化管
理而引发的共性问题暴露在委员们
面前：街上没有统一的垃圾桶，大
多数店家以油漆桶替代，也有的将
垃圾堆放在门口等待收取，污水横
流，一塌糊涂。

在锦苑小区，委员们发现，共
享单车随处乱放已经成为该小区的
日常风景了。

以上种种乱象，虽然都是街边
小事，却直接反映出宁波城市管理
不够精细、不够高效的地方，折射
出城市管理理念落后、工作成效不
彰的大问题。

今年的市政协全会，通过了
《关于提升我市城市管理精细化水
平的若干建议》的全会提案，就是
为了助推城市管理练就“绣花”般
的精细功夫，助推我们的家园朝着
更有序、更美丽、更便捷、更干净
的方向转变。从 4月起，市政协拉
队伍、交任务，围绕“生活垃圾分
类及‘厕所革命’”“公园绿地建
设管理”“城市交通管理”等细分
主题，成立了 7个全会提案民主监
督小组，组织委员分头出击、上
下联动，深入一线查找问题。目
前,各 个 小 组 累 计 组 织 活 动 十 余
次，参加委员 150 余人次。大家
在明察暗访中找问题，在深入实
际中出对策，通过自身的努力，
全方位、全过程开展精准监督，全
力助推城市品质提升和美丽宁波建
设。

以“绣花”功夫推进城市管理
市政协深入开展“城市精细化管理”全会提案监督调研

本报讯（记者俞永均 通讯员
甬志轩） 7 月 1 日起，由宁波市行
政审批管理办公室牵头研究制订的

《政务服务中心服务现场管理规
范》 国家标准将正式实施。“该标
准涵盖了政务服务中心服务现场的
服务提供、服务规范、服务监督、
考核评价等各个环节，是又一项宁
波经验在全国范围的推广复制。”
市质监局负责人说。

《宁海县村务工作权力清单 36
条》成为中国乡村治理标准化规范
化的典范；江北区获批国务院基层
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区，九
成以上行政审批类事项实现“最多
跑一次”……作为全国首批国家新

型城镇化标准化试点地区之一，宁
波通过标准创新和试点示范，为新
型城镇化提供源源不断的发展动
力。近日，我市又以高分通过了国家
标准化委员会对试点工作的考核。

2015年 6月，宁波、青岛、广
州等 10 个地区成为首批国家新型
城镇化标准化试点区域，期限为
2015 年至 2017 年。三年来，我市
围绕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城镇化
投融资、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管
理体制等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四大
重点领域，建设了一整套标准供给
体系。目前，已完成 54 项宁波地
方标准规范的立项工作，发布地方
标准31项。

以标准为引领，进一步提升社
会治理精细化。我市建立了《社会
治理网格管理专项事务对接》《社
会治理网格管理实务操作规范》

《社会治理网格管理绩效评价指
标》等基层社会治理标准体系，覆
盖网格实务、运营、服务、信息
化、人员管理、工作流程、信息安
全和绩效评价等方面，打造全科网
格、全能社工以及“空间可视、底
数可查、业务可现、流程可闭、隐
患可循、绩效可见”的一体化平
台，使党委政府的每项工作都能渗
透落实到网格中。

聚焦公共服务标准化。三年
来，相关部门组织开展了体育服

务、城市管理、养老服务及公共交
通服务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标准
体系研究。其中，体育现代化社区
标准体系纳入国家、行业、地方和
社区体育服务标准 65个，《体育现
代化村 （社区） 建设要求》上升为
省级地方标准。通过标准的实施，
持续改进宁波社区体育工作，群众
满意度90%以上。

数据显示，2017 年宁波常住
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 72.4%，高出
全国平均水平约 15 个百分点；城
乡居民收入比由 1.89 1 缩小到
1.81，连续 15 年保持缩小态势；
城乡统筹发展水平持续位居全国全
省前列。

新型城镇化标准化试点领跑全国
我市高分通过国家标准委考核，部分经验在全国范围推广复制

本报讯（记 者厉晓杭 周
琼 杭州湾记者站赵春阳）二期
上马、产能爬坡，上汽大众宁波分
公司用工需求强烈，招聘压力陡
增，公司负责人心急如焚。70 多
场招聘会；20 多次赴市外院校
宣讲对接；在人才库中进行简
历配对，打出百余个面试邀请
电话……短短 3 个多月，政企合
力招揽优质蓝领。如今，千余人员
缺口已经填满。

“急事急办、特事特办”。今年
春节前夕，杭州湾新区管委会负
责人得知情况后，立即到企业摸
底调研，并向市级有关部门求援。
每年上半年是招聘淡季，多数职
校毕业生已确定就业意向。时间
不等人！市人社局联合杭州湾新
区，为上汽大众开辟一系列绿色
通道：招聘专列，直接开进省内外
大中专院校进行专场招聘；直接
邀请省内外院校负责人走进企业
参观交流；开拓思路，进行校企合
作，安排学生实习实践……

“打赢这场抢人大战，靠的是
市人社局、新区管委会和企业三
方通力协作。”杭州湾新区人社局
副局长章如栋说，早在春节前，三
方调研协商、确定招聘方案，从 3
月份开始则在省内外全线出击。
就在本月初，上汽大众宁波分公
司与江苏安全职业技术学院达成
了招聘合作意向，当场就签下了
20余名优秀毕业生。

整个招聘过程并非一帆风
顺。市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刘涛
说：“有一次去外地院校招聘，
由于用人需求与毕业生求职之
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企业与学
校对接过程存在困难。市人才
中心通过既往的合作网络多方
联系，几次上门洽谈，最终促成
了合作。”

宁波高标准招揽蓝领的人才
政策，加上上汽大众“最佳雇主”
的品牌效应以及具有行业竞争力
的薪酬体系，吸引了来自省内外

的优秀技能人才。来自云南机电职
业技术学校的 95 后方熊说：“宁波
人才政策很有吸引力，让我心生向
往。”

“六成左右的人员缺口，由政府
搭建平台助力补上，这让我们真切
感受到宁波市政府的服务精神。”该
公司行政管理高级经理张宏成如此
感慨，按照正常招聘节奏，如此大的
规模，需要到全国各地院校联系对
接，企业要花费大量人力财力。政府
介入以后，招聘效率惊人。

在“中国制造 2025”的大背景
下，高技能人才紧缺，眼下已成为焦
点问题。近日，市人社局与杭州湾新
区未雨绸缪，签订人才战略合作协
议，为当地制造业提供人才支持。

“技能人才是推进宁波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永续动力。”市人社局有关负
责人表示，引培技能人才，鼓励企业
为员工提供成长成才道路，将是人
社部门未来重点探索方向。

短 评
在制造业企业中，一线技术工

人的素质对于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竞
争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上汽大众宁
波分公司招聘难题，给企业和地方
政府敲响了警钟。宁波制造业发达，
从制造向“智造”转型中，需要大量
的高技能人才。数据显示，截至去年
底，全市技能人才总量 140万人，其
中高技能人才 37.5 万人。随着产业
攀高，可以预见，一线高技能人才短
缺问题会更加凸显，将成为制约甬
企转型发展的瓶颈。

当前，90 后已成为技能人才主
力军，其价值取向趋于多元，收入已
不是这个群体最重要的衡量标准，
仅靠涨工资无法解决根本问题。90
后群体，更为关注能否实现个人价
值、发挥才能，追求体面与尊严。引
培技能人才，要紧跟时代发展，不仅
需要社会各界共同营造有利于技术
工人成长的社会环境，更需要构建
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给每个个
体成长上升的空间。

产能爬坡，上汽大众宁波分公司求贤若渴

政府“特快专列”
助企抢下千名优质蓝领

拉高标杆扬长补短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

昨日上午，作为第十届
东钱湖湖泊休闲节的主要活
动之一的 2018 年全国翻波
板锦标赛在东钱湖火热开
赛。来自各省市地区、各会
员俱乐部以及港澳台帆船协
会的 19支代表队、140余名
运动员共赴这一水上盛会。

（记者 胡龙召 通讯
员 祁珊 摄）

钱湖
翻波

本报记者兵分多路暗访城市环境本报记者兵分多路暗访城市环境
第2版▶

朝美领导人在新加坡会晤
双方签署联合声明 确定半岛无核和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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