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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高标杆扬长补短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

新华社约翰内斯堡7月27日电
（记者商洋 骆珺）“金砖+”领导
人对话会 27 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
举行。与会领导人共商国际发展合
作和南南合作大计，达成广泛共
识。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对话会并
发表讲话。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
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新兴市
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临共同的机
遇和挑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加强团结合作愈显重要。

第一，拓展“金砖+”合作，
共同深化互利伙伴关系。我们应该
彼此理解，相互支持，守望相助，
以“金砖+”合作为契机，建设开
放包容、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打
造深化南南合作的平台。

第二，拓展“金砖+”合作，
共同挖掘发展新动能。我们应该共
同把握机遇，通过本次会晤建立起
来的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
系，抢占面向发展制高点，把互补
优势和协同效应充分释放出来，实

现创新、联动、包容发展。
第三，拓展“金砖+”合作，

共同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我们要共
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建设开放型
世界经济，继续推动全球经济治理
改革，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

第四，拓展“金砖+”合作，
共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我们应该
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推动国际秩序
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共
同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坚持南北合作为主渠道、南南合作
为补充的国际发展合作格局。

习近平强调，金砖国家领导人
会晤再次走进非洲，意义重大。我
们应该以这次对话会为契机，全面
深化金砖国家同非洲国家伙伴关
系。中国和非洲一直是好朋友、好
伙伴、好兄弟。在双方共同努力
下，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快
速发展，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
宽领域的合作格局，惠及亿万民
众。未来无论国际格局如何变化，

中方都将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
义利观，继续支持非洲发展振兴。
今年 9月，中方将和非洲共同举办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我期待同
非洲领导人在北京相会，为深化中
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注入新动
力。

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了新时代，同时中国是世界
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没有变。
无论将来中国怎么发展，都永远属
于发展中国家，都会坚定支持广大

发展中国家发展，都会继续致力于
同大家发展紧密的伙伴关系。我们
要以“金砖+”合作为平台，同心
协力，砥砺奋进，携手推动新兴市
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共同发展中
取得更大成就。

出席对话会的其他领导人赞赏
金砖国家领导人约翰内斯堡会晤延
续厦门会晤做法，继续举办“金
砖+”领导人对话会，称赞这体现
着金砖合作的包容性，支持将对话
会机制化， 【下转第2版】

习近平出席“金砖+”领导人对话会

同心协力 砥砺奋进 携手推动共同发展
同日还出席了纪念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10周年非正式会议

本报记者 张 燕 杨绪忠
孙佳丽 徐展新

上周，市委督查组展开第二批
核查，涉及奉化、北仑、慈溪、余
姚、宁海、象山及保税区、大榭、
梅山、杭州湾新区等地。在对 250
个点位的抽查中发现，各地整治措
施有力，此前发现的工地环境卫生
脏乱差、围而不建、建而不快等问
题均有改善，但城乡接合部、烂尾
楼工地等地的垃圾和渣土堆放问题
还需要进一步解决。

奉化：
大多数工地环境整洁

在奉化中心城区，记者看到，大
多数工地环境整洁、围挡达到或高
于要求标准。据悉，奉化区已制定进
一步加强中心城区旧城改造过程中
施工现场管理工作的细化举措，深
入开展建设工程善后环境问题集中
整治专项行动。但在该区中山路西
侧两个拆迁项目的场地内，仍有拆
迁遗留下来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
没有及时清运。“我们将继续加大整
改力度，按照新标准、新要求继续完
善相关工作，确保整治落到实处。”
奉化区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将坚
决打破“整治、反弹，再整治、再反
弹”的怪圈，既打好集中整治“歼灭
战”，也打好长期治理的“持久战”。

北仑：
临时围挡阻碍交通

北仑存量建设用地和拆除工地
的环境均有了较大提升。在老板娘

餐饮城出让地块，原先的餐饮垃圾
和桌椅板凳等废弃物已不存在，地
面也十分平整。据介绍，餐饮城主
体拆除工程已于6月15日完工，建
筑垃圾已清理完毕。北仑区通山书
院地块拆迁工程原先堆积的生活垃
圾也已清理完毕，渣土被推平。值
得一提的是，在辽河东路、恒山路
北存量建设用地等地块试点用珊瑚
树做围挡，不仅节省了围挡费用，
还为城市环境添了一抹绿色。

不过，中石化北仑段石油化工
管线整改局部改迁工程却存在围挡
缺失、未美化、墙体开裂、临时围
挡较多且占据人行道等现象。在小
浃江中路的人行道旁，一根根钢管
支撑起薄薄的临时围挡，钢管明晃
晃地撑在人行道上，阻碍了市民通
行。围挡并没有完全封闭，地块内
有生活垃圾存在，建筑材料则堆放
得很高，存在安全隐患。

慈溪：
采用无人机定期巡查

在慈溪市区，记者看到当地基
本做到了拆迁工程“先围后拆”，建
设工程标化施工，存量用地“应围尽
围”。不过，在烂尾楼恒元一号地块
内，局部还有生活垃圾，渣土也堆得
很高。据当地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
该地块正在进行司法处置，待新业
主进场后，将尽快完成垃圾清运。

“目前，我们正在对拆迁工程、建设
工程、存量建设用地等三类项目的
环境卫生问题组织地毯式、网格化
的全域大排查，局部区域采用无人
机定期巡查，确保无‘漏网之鱼’。”
慈溪市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将对

问题点位进行“专家会诊”，要求对
三类项目进行网格化管理、标准化
整治、常态化维护，建立整治的长效
机制，确保整改迅速落实不反弹。

余姚：
围挡地块成临时停车场

在余姚，督查组发现兰江街道
谭家岭西路以北、万弓池路以东地
块，通过改造成临时停车场、临时
菜市场，解决了群众停车难、买菜
难问题。不过，当地企业“爱邦铝
箔”前的空地正在施工，施工时围
挡并未全封闭，有一缺口处的砖柱
倾斜，存在安全隐患。这条路上的
普通车辆不多，但有很多驾校车辆
经停。企业负责人解释，这是企业
租下来做花坛和绿化的空地，承诺
会马上清理破损围挡。

宁海：
多家企业“围而不建”

在宁海，督查组发现，城中小学
周边房屋拆除工程和竹口三村改造
拆迁工程基本符合规定，地面平整，
建筑材料有序堆放。不过新城 07-
1、07-2 地块属于典型的“供而未
建”土地，围挡入口处有少量垃圾堆
积，河道里也有倾倒垃圾现象，工地
内堆满杂物。此外，多家企业的新建
厂房也存在“围而不建”情况，宁波
永信钢管有限公司新建厂房的大门
紧闭，围挡内全是杂草，围挡墙面出
现大面积脱落，裸露出红砖，部分红
砖还掉落在人行道上。宁海国土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按照计划，该工程
去年就该启动建设，拖了半年多仍
未动工，正在督促。

象山：
企业装修影响市民出行

今年 4 月，象山中心城区丹

河路 （新丰路至天安路） 道路工
程被市民曝光，一公里的路，修
了 7 年未修好，路上堆着建筑垃
圾，一到下雨天就泥泞不堪。此
次督查时，记者发现丹河路已经
变成了宽敞平整的大马路，围挡
也有设立。“目前，这条路已经完
成路面沥青铺装，8月份就能竣工
通车。”象山县住建局建工科相关
负责人说。记者发现，天安路等
主干道围挡风格、形式统一，融
入区域特色，已成为文明城市创
建宣传的风景线。

不过，象山当地一些企业的装
修存在安全隐患。位于凤栖路的海
天大酒店店面改造工程，在店前只
用绿网和竹子简单地围了一圈，装
修架挤占了三分之一的人行道，影
响群众出行。

功能区：
“绿色”围挡显环保

大榭、梅山、保税区和杭州湾
新区，对存量建设用地管理因地制
宜、分类施策，成效明显。在大榭
的西岙王家地块，原建筑、生活垃
圾成堆的地块，已披上几百平方米
的绿色，让人眼前一亮。周边绿树
成荫，成为市民乘凉的好去处。原
来，在保留原场地内树形较好苗木
的基础上，大榭对原地块进行了造
坡处理，并进行绿化，改造实施后
有效改善了西岙王家地块原有脏乱
差的局面。

梅山存量建设用地基本未设围
挡，由于地处海岛，与中心城区情
况存在差异，生活垃圾倾倒和处理
压力不大，因此保持土地收储后的
原有自然景观，并加强日常巡视检
查，是一种简单、有效的办法。不
过梅山千和大厦工程烂尾后围挡责
任主体缺位，整体形象与周边工地
存在差距。

在杭州湾新区，大部分工地
均新建了围挡进行改迁提升。不
过，由于消纳场地不足、渣土外
运难、资源化利用水平低，导致
当 地 建 筑 垃 圾 偷 倒 行 为 屡 禁 不
止，如杭州湾新区庵东镇文体中
心南侧地块堆土高达 2 米，还有
偷倒的装修垃圾。

保税区的三个项目同样用了树
木作为天然围挡，让人看了十分舒
服。

市委督查组展开第二批核查

多地围挡环境明显改观
城乡接合部等地问题依旧突出

本报上海电（记者朱宇） 昨天
上午，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郑栅
洁率宁波市党政代表团继续在上海
学习考察，上海市委副书记尹弘陪
同，宁波市领导裘东耀、余红艺、
杨戌标参加。

上海市黄陂南路 374号，一幢
梧桐树掩映的旧式石库门洋房，就
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昨
天上午，代表团一行怀着崇敬的心
情来到中共一大会址，深情瞻仰一
大会议室原址和中共一大代表群像
浮雕，参观《伟大开端——中国共
产党创建历史陈列》。从“前赴后继、
救亡图存”到“风云际会、相约建
党”，再到“群英会聚、开天辟地”，
一件件历史文物、一张张珍贵照
片，使大家重温中国共产党初创时
期风雨如晦的岁月，真切感受中国

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这是
1920 年第二版《共产党宣言》，封面
上有一个长方形的书章……”现场
解说员话音未落，郑栅洁脱口而
出：“这就是张人亚冒死守护的《共
产党宣言》！”看着这些记载我们党
光辉历史的珍贵文物，代表团每位
成员深受触动、感慨万千。大家表
示，这是一次深刻的党史党性教育，
我们一定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保
持奋发进取的精神，弘扬真抓实干
的作风，认认真真做好本职工作，
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添砖加瓦。

昨天上午，郑栅洁一行还考察
了徐汇区滨江区域规划建设情况。
这里曾是近现代上海重要的交通运
输、物流仓储和工业生产基地，经
过精心规划，这片 9.4 平方公里的

“铁锈”地带正加快向“全球城市
的卓越水岸”华丽转身。郑栅洁详
细了解规划设计、建筑密度、功能
布局、岸线保护、交通组织以及地
下空间利用等情况，高度赞赏徐汇
区滨江区域“规划引领、文化先
导、生态优先、科创主导”的开发
理念。他说，我们要认真学习借鉴
上海的好理念、好经验、好做法，
高起点、高标准规划建设城市重大
区块，使每一个区块都成为城市建
设的新地标、城市经济发展的大引
擎。

在上海期间，郑栅洁还考察了
虹桥商务区。在长三角地区更高质
量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虹桥商
务区充分发挥“大交通、大商务、大
会展”的功能优势，通过城际联动、
平台生态、总部经济、人才互动四大

脉络，加快建设辐射长三角、服务海
内外的开放门户。郑栅洁详细了解
商务区的管理体制、产业规划、开发
现状和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筹
备情况，特别对虹桥商务区路网高
密度、街坊小尺度、建筑低高度、地
下空间开发高强度的规划建设理念
赞叹不已。他说，我们既要加快接轨
上海，主动承接上海的溢出效应，
积极做好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等方面的工作，又要认真学习上海
依托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发展现代服
务业、打造都市经济高地的经验做
法，全面提升城市建设发展水平和
集聚辐射功能。

昨天下午，代表团结束在上海
的学习考察返甬。胡军、施惠芳、
俞雷、李关定、禇银良及张良才参
加相关活动。

宁波市党政代表团继续在上海学习考察
本报讯 （记者王博 鄞州记

者站张绘薇 杨磊） 前天，国内
最大游戏新媒体集团——北京多
牛互动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正式落
户鄞州区。

据了解，2000 年上线的“多
牛传媒”目前拥有注册用户 2.8
亿。“从正式洽谈到达成落户意
向，前后仅用了 4天！”东柳街道
有关负责人说，“多牛传媒”落地
的背后，是鄞州推进“六争攻
坚”、跑出招商“新速度”的一个
缩影。5月21日得知招商信息；6
月 5 日首轮洽谈、连夜拟定合作
框架协议；6月6日针对企业在政
策、招聘、上市等方面的需求，
拿出针对性方案；6月8日正式达
成落户意向。

“多牛传媒”公共事务总监高
波透露，在与鄞州接触之前，他
们已经与其他城市和地区进行多

次接触，但鄞州的区位优势、发
展优势，特别是政府诚意和效
率，最终打动了他们。“对互联网
企业而言，每天都要争分夺秒，
否则就会在竞争中被淘汰。鄞州
区政府成立团队与我们无缝对
接，第一时间提供政策、场地及
上市帮助，契合企业文化且让人
感到很‘合拍’。”

记者从签约仪式上了解到，
这两天鄞州招商服务小分队不仅
为“多牛传媒”落户鄞州提供了
全程代办服务，还为其新设立的
8 家多牛系公司“零跑腿”提供
注册登记服务。而“多牛传媒”
的落地，不仅会助力鄞州区抢占
互联网科技发展新高地，还将对
加快区域新经济产业发展、培育
打造细分领域的独角兽公司、做
大做强资本市场鄞州板块具有积
极的推动作用。

大型游戏新媒体集团落户鄞州

本报讯 （记者董娜 通讯员
永轩）“减半征收的优惠政策，我
们公司也可以享受了！”昨天，慈
溪市新桥电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
表人陈先生收到税务局短信提示
时一阵激动，“减半征收所得税标
准从 50 万元提高到 100 万元后，
公司可节省 14.4 万元的税款。对
刚起步的我们来说不啻为一剂

‘补药’。”
享受当年一次性税前扣除优

惠的企业新购进研发仪器、设备
单位价值上限从 100 万元提高到
500 万元；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
型中小企业亏损结转年限由 5 年
延长至 10年；创业投资企业和天
使投资个人投向种子期、初创期
科技型企业按投资额 70%抵扣纳

税额……国务院 7 项减税措施相
继在宁波落地，为众多甬企创业
创新再添“助燃剂”。经市税务局
初步测算，一揽子新政落地后将
为全市企业减税逾6亿元。

由于前期科研投入较多，浙
江友智机械科技有限公司自 2014
年以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按原
政策，亏损额到第 5年就不能结转
了，第 6 年只要出现盈利就得缴
税，现在年限延长为 10 年，即前 9
年只要累计存在亏损就可以免缴
税款，为创新企业跨越‘死亡之谷’
赢取更多时间。”该公司总经理陈
友展说，新政接地气，也很精
准，切实考虑到了科技型企业盈
利周期较长的问题，有助于高科
技企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

7项国家减税措施落地

减税6亿元吹旺甬企创新之火

昨天上午，在鄞州消防大队食堂门口，官兵们正把一筐筐新鲜的时
令果蔬搬下货车。“八一”来临之际，从该消防大队退伍后回田间创业
的柯汉强带着一批自产果蔬前来慰问战友，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

（徐能 摄）

“战友，辛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