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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高标杆扬长补短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

习近平同志推动厦门经济特区
建设发展的探索与实践

本报讯（记者包凌雁 通讯员
樊佳丽）记者从昨天召开的有关会
议上获悉，《宁波市企业投资项目

“最多跑一次、最多 100 天”改革实
施方案》《推进“标准地+承诺制”改
革的实施意见》将在 7 月 1 日起实
施。根据要求，一般工业项目审批承
诺时间由改革前的 91 个工作日缩
短至 59个自然日；一般房产项目审
批承诺时间由改革前的 137个工作
日缩短至95个自然日。

据悉，此次改革按照“减事项、
减时间、减材料、减费用”的路径，坚
持“技术+制度”双轮驱动，全面优
化企业投资项目审批流程，实现以
工业类和房产类等为重点的一般企

业投资项目开工前审批“最多 100
天”。在土地出让阶段、立项用地规
划许可阶段、工程建设许可阶段和
施工许可阶段，通过取消审批、合并
审批、同步审批、优化审批、提前介
入、压缩时限、优化中介和市政公用
服务等七大类 29项操作性强、力度
大的改革举措，优化审批流程图，确
保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对已由
前道程序进行相同审查、审批的内
容，后续不再进行重复审查，直接取
消该审查事项；对现行分为前后几
个审批事项，存在前置关系，但审批
职能在一个系统（部门）的，部分事
项合并为一个事项同步办理；对符
合项目建设客观规律，能够实行同

步办理的事项，不再设置前后置关
系，大幅提前开工时间。大幅压缩审
批时限，在原对外承诺时限的基础
上，压缩30%以上。

下个月起，我市将推行“标准
地+承诺制”改革，以奉化区、余姚
市、象山县三地为改革试点，鼓励企
业在取得“标准地”后积极参与承诺
制改革。深化实施联合踏勘、联合验
收、联合测绘、分段审批、建筑工程
竣工测验合一改革。创新实施“桩基
先行”、重要地段、重要建筑带规划
设计方案竞拍土地等。

全面推进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
管平台2.0版应用和迭代升级。推广

应用“一口受理、在线咨询、网上办
理、代办服务、快递送达”办理模式。
大力引导项目业主网上申报，关闭
线下、内网申报渠道。以网上申报率
100％、网上审批率 100％、办件回
传率 100％为考核指标，明确具体
考核目标、考核方式，督促各地各部
门全面实现以“数据跑”替代“企业
跑”。

此外，我市还将充分利用市行
政服务中心审批资源集聚优势，健
全完善以“6+1”“9+X”会商会审为
核心的项目联合办理机制，提前介
入、主动上门，服务项目前期和审批
工作，解决具体审批问题和困难。

最多跑一次 最多100天

宁波企业投资项目审批按下快进键
□一般工业项目审批59个自然日 □一般房产项目审批95个自然日

本报讯（记者包凌雁）全市企业
投资项目“最多跑一次、最多100天”
改革推进动员会昨天举行。市委副书
记、常务副市长宋越舜在会上强调，全
市上下要迅速行动起来，认真贯彻市
委市政府部署，全力以赴推进改革，确
保尽快落地见效，确保100天目标的
全面实现，争取形成“宁波亮点”。

我市企业投资项目“最多跑一

次”改革已取得阶段性成效，初步实
现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4
个 100%”的目标。但是一些实质性
的难点、堵点、痛点还有待进一步攻
克。究其原因，既有现行政策规定的
制约，也有中介、市场和企业的因
素，还有政府部门服务意识和审批
效率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着改革向纵深推进，需要下更大的

决心、出更好的实招。
宋越舜指出，各地要根据实际，

建立健全相关工作机制，上下联动，
确保相关举措落实到位，最终形成全
市各级各部门的改革合力，切实提高
整个改革推进的有效性。要打破“审
批权力部门化”和“中介市场行政化”
的局面，进一步强化审批资源的优化
配置，争创市场有效、政府有为、企业

有利的体制机制新优势。改革必须做
到全市一盘棋，全市范围内政策执行
要保持一致，杜绝层层加码、变形走
样，各地各部门一定要克服畏难情绪
和推诿扯皮，绝不允许哪个地区、哪
个部门影响改革大局。鼓励各地在改
革方案的基础上，进行大胆探索，实
现改革成效的进一步提升。

宋越舜强调，改革方案将从 7
月 1 日起实施，希望全市上下在会
后迅速行动起来，从贯彻落实国务
院“放管服”改革部署、贯彻落实省
市重大决策部署的高度出发，讲政
治、顾大局、敢担当，确保 100 天目
标的全面实现。

宋越舜在企业投资项目改革动员推进会上强调

聚精会神谋改革 全力以赴抓落实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黄梓馨） 2018 年浙江高考分数线
昨晚揭晓，普通一段线 588分，二
段线490分，三段线344分。

昨晚 9时起，考生可查询考试
成绩。高考成绩通过浙江省教育考

试院网站 （www.zjzs.net） 和浙江
考试微信公众号向考生开放查询，
同时以短信方式发送到考生预留的
手机号。

普通类提前录取及平行录取第
一段、艺术类第一批及提前录取等

首轮志愿填报，将在 6 月 26 日 830
至27日1730进行。为便于考生填报
志愿，6月22日晚上浙江省教育考试
院网站提供普通类考生位次号查询，
艺术类、体育类考生综合分位次号查
询。

2018浙江高考分数线揭晓
普通一段线588分 二段线490分 三段线344分

查询各类各段控制分数
线，请扫描二维码访问甬派
客户端

本报讯（记者金鹭 江北记
者站张落雁 通讯员沈琪芳） 昨
日上午，中科院计算所与江北区
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建中
科院计算所宁波创新中心。这是
中科院计算所在全国布局的首批
创新中心之一，首批建设项目

“智能软件安全保障系统”“军民
融合智慧海洋”等已在江北签约
落户。

中科院计算所是国内首个从
事计算机领域研究的专业机构，
长期以来开展 IT 领域基础设施
的科研及相关技术转移工作，已

成功孵化联想、曙光、寒武纪等多
个行业引领的信息技术企业，在我
国计算机产业发展壮大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

宁波创新中心将瞄准江北在中
国制造和中国智造方面的优势，着
力推动芯片软件成果转移转化，引
进与培养高端人才，集聚一批高技
术、高成长性的产业化项目。未来
3年内，该中心将引进新一代信息
技术产业高级人才 30 名以上，培
养领军型创新创业人才 1000 名以
上，吸引全球科研及产业资源安

“芯”江北，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中科院计算所宁波创新中心
安“芯”江北

本报讯（记者徐欣 杭州湾
报道组赵春阳） 昨日下午在深圳
举行的杭州湾新区智能终端产业
推介会上，新区一举签下光电集
成电路、智能终端外观装饰件、
新能源车电机用传感器等 7大项
目，总投资约30.3亿元。

去年，杭州湾新区作出了开
发建设新区智能终端产业园的决
策，把智能终端产业作为新区标
志性、战略性大平台建设布局的
又一个重要支撑性产业，并将招
商目标锚定在拥有 1万多家智能
终端企业的深圳。

推介、考察、洽谈，近一年
来，新区招商小分队多次南下深
圳，就智能终端产业展开密集招
商，不到一年时间飞了十多趟，
近三分之一工作日在深圳。此次
深圳推介会上，除了 7个项目签
约，还有几十家智能终端企业有

意落户新区。
“凤凰来了，岂能没有梧桐

树？”智能终端产业推进指挥部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总投资 800亿
元的智能终端产业园去年 9 月开
建，目前一期项目即将启用，已有
60%的厂房被智能终端相关企业租
用。产业园生活配套一期项目计划
9月投用，届时可入驻上万人。

围绕智能汽车、智能家电、移
动终端三大智能终端领域，杭州湾
新区设立了总额超 100亿元的财政
扶持资金，“计划通过 5 年努力，
累计引进不少于 30 家智能终端产
业研发机构和不少于 100家智能终
端产业生产企业，建立完善的智能
终端产业链和生态链，推动智能终
端产业迈上千亿级台阶，打造华东
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智能终端产业集
聚地。”杭州湾新区党工委、管委
会负责人表示。

杭州湾新区在深圳一举签下30亿元项目

打造华东智能终端产业集聚地

本报讯（记者黄合 通讯员
杨婕） 共青团十八大将于6月26
日至29日在京召开。明天，我市6
名团代表将肩负着全市 40 余万
名团员的信任和嘱托，赴京出席
共青团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此次，我市 6 名团代表中除
一名是团市委专职团干部外，其
余均为来自基层一线的团员代
表，包括青年职业公益达人严意
娜、青年“海归”社工王昱汀、“青
年岗位能手”李圭昊、青年专业技
术人员王恺豪、农村创业青年陈
星吉，体现了代表性和先进性。

昨日，市委副书记、常务副
市长宋越舜会见各位团代表时，

勉励大家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
感、光荣感，认真履行职责，遵守
会议纪律，以强烈的政治意识和高
度负责的精神，选好新一届团中央
领导集体；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会议期间把大会报告学习好、审议
好，把大会的各项部署领会好、消
化好，并在今后的工作中把大会精
神贯彻好、落实好，在宁波建设

“名城名都”中展现青年风采，结
合宁波实际为“六争攻坚、三年攀
高”行动贡献力量。

据悉，此次全国团代会议程包
括听取和审议共青团十七届中央委
员会报告，修改团的章程，选举共
青团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等。

我市6名代表将出席全国团代会
宋越舜勉励大家牢记使命认真履职

本报讯 宁波市人大常委会
原主任宋瑞甫同志因病医治无
效，于 2018 年 4月 11 日 5时 26 分
在宁波市第一医院逝世，享年 92
岁。

宋瑞甫同志 1927 年 1 月出
生，浙江宁波人。1950年8月参加
工作，1953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951年4月起，先后任宁波市
郊区西成乡乡长，郊区农场场长，
郊区副区长，区委副书记、区长；
1959 年 1 月起，先后任宁波市水
利局局长、农林水利局局长；1966
年4月起，先后任宁波市副市长，市
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副书
记、市农业委员会主任等职务，其
间，1976年4月至1977年 1月援外
担任乌干达中国农业考察组组
长；宁波地市合并后，1983年5月
起，先后任宁波市委常委、副市
长、市委农工委副书记，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90
年 2 月任宁波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党组书记；1993年7月退休。

宋瑞甫同志热爱中国共产
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将毕生
精力贡献给党和国家的建设事
业。参加工作以后，满腔热情投身
宁波市经济社会建设，特别是长
期从事农业和农村工作，为推动

宁波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人民安居
乐业作出了积极贡献。到市人大常
委会工作后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
予的职责，密切联系群众，深入一线
开展调研，积极为宁波发展献计献
策，不负人民的嘱托。退休后，宋瑞
甫同志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党和国
家大事，关注宁波发展，力所能及提
出意见建议，倾心做好为民代言、为
民献策工作。

宋瑞甫同志在长期的社会主义
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中，与党和人
民同心同德同向，始终旗帜鲜明站
稳政治立场，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始终人民至上、群众为先，不计
较个人名利得失。他工作认真负责，
大胆泼辣，敢于挑担。他作风深入，
密切联系群众，苦干实干。他清正廉
洁，生活简朴，平易近人，体现了一
位老共产党员的革命本色，深受广
大干部群众的尊敬。

宋瑞甫同志生病住院期间，市
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领导，以
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多次前往医院探
望，并组织医务人员全力抢救。

宋瑞甫同志的一生，是奋斗的
一生，奉献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一生。

遵照宋瑞甫同志遗嘱及家属意
见，宋瑞甫同志去世后丧事从简。

宋瑞甫同志逝世

北仑区白峰街道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依托自然资源优势，全力建设滨海宜居生
态花园小镇，以点带面，连线成片，打造“登山-看海-观港-品农家菜-看大风车”精
品乡村旅游线，带动民居民宿、生态农业基地等项目，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图为近日航
拍的白峰风电观光线。 （记者 徐能 通讯员 陈张坤 摄）

好风驱动美丽经济

“最多跑一次”再提速
——解读《宁波市企业投资项目“最多跑一次、
最多100天”改革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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