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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
员孙波 徐逸波） 去年以来，我
市公安机关针对“三本证”（即
身份类证件、驾驶类证件、出入
境类证件） 等与群众密切相关的
事项，推出了 18 项便民利民举
措，这是记者昨日从市公安局召
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的。据了
解，我市公安服务改革整体工作
走在全省公安机关和市直部门前
列，截至目前“最多跑一次”实
现率达到97.9%。

这 18 项举措涉及户籍、治
安、车驾管、出入境、消防等全
部公安业务，覆盖面广、办事项
目多，与人民群众和企业日常生
产生活息息相关。在“最多跑一
次”改革中，我市公安机关坚持
创新突破引领改革，一些做法举
措在全国、全省领跑领先。比
如，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移
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新

技术，搭建了一套以宁波公安超级
服务“阿拉警察”App为龙头的移
动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有了这
一平台，“手机办”成为宁波公安

“最多跑一次”中的亮点。在 18
项举措中，就有“23 个事项依托
手 机 移 动 端 全 程 网 办 实 现 ‘ 零
跑’”“在‘阿拉警察’App 上推
出 43个便民服务事项”“开发身份
证等 4类证件的证照电子化应用功
能”。

下一步，我市公安机关将推出
新一轮的便民利民惠民措施。比如，
将推出“阿拉警察”App3.0 版，扩大
证照电子化应用范围，居民户口簿

“户主变更”等 7个户口登记项目变
更业务网上办；将全面推行出入境
预约办证精准服务；将继续推进出
入境24小时自助区建设。

同时，交管服务也将迎来新一
波“红利”。我市将全面推广交管“警
医邮”服务模式、非重点机动车跨省
异地车检、小型汽车驾驶证省内异
地申领、交通事故网上定损理赔和
事故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交
通事故处理“警保联动”等。

（相关报道见第3版）

公安推18项举措
便民利民
“最多跑一次”实现率达到97.9%

本报讯（记者林海 余姚记
者站谢敏军） 昨晚，第十五届世
界精武武术文化大会开幕式在余
姚梁弄举行，来自 17 个国家和
地区的武术代表会聚一堂，参与
这一盛会。副省长成岳冲出席开
幕式。

本次大会由余姚市人民政

府、世界精武联谊会主办，8 月 9
日至 13 日期间，来自 17 个国家和
地区的34支代表队、466名精武会
员齐聚余姚，切磋武艺。本次大会
设精武传统套路、中国武术传统套
路、国际武术竞赛套路、个人或集
体表演等项目，另外还有中国象
棋、书法、绘画比赛。

世界精武武术文化大会
在余姚开幕

本报讯（记者杨绪忠 通讯
员吴培均 卢昊）“一辆渣土车
从工地里开出来，没清洗干净，
轮胎上有淤泥，刚清扫过的路面
被弄脏了。”前几天，位于江北
大道以西滨江 3号地块项目部负
责人向浩接到过路群众的电话，
反映了这个问题。向浩立即根据
车牌号找到驾驶员，要求其立即
进场进行二次清洗再上路。

群众是从工地围挡上的渣土
运输公示牌知晓向浩电话号码
的。今年 4月以来，为进一步加
强渣土源头管理，江北区结合施
工围挡改造提升工作，在全市首
创“渣土运输公示牌”，借助施
工现场的公示牌，亮出责任人，
亮出标准。

在滨江 3号地块项目工地门
口，可以很醒目地看到这块长约
5 米、宽约 3 米的公示牌。左侧
创新性地运用了渣土运输车辆的
原型图片，车辆旁注明了“密闭
严实”“装载不超量”“车体冲洗
干净”“出场不带泥沿路不滴漏
洒”“车辆取得清运卡并随车携
带”“车辆按规定路线、时间运
行”等 6 项硬性出场标准，方
便群众直观、清楚地了解渣土
车出场的标准所在。牌子的右侧
则是项目建设单位、渣土运输单
位的企业法人、现场负责人姓名

及电话，以及渣土清运的路线及消
纳场所、渣土车的车牌号。

“我们借鉴了‘河长制’的概
念，将渣土车辆从出场到消纳的全
过程，每一步骤与环节都落实到
人，对公示的内容作了完善，从而
使公示更具实效性和针对性。”江
北区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截
至目前，全区 24 个新开工和处于
渣土清运阶段的项目全数完成挂
牌公示，确保了围挡周边环境整
洁。

为推动围挡整治的长效管理，
江北区还出台全市首个工棚管理办
法，从选址规划、功能分区及搭建
标准、消防及用电管理、过程管理
等方面对工棚搭建条件进行了规
范，明确提出临时工棚管理实行备
案制。在前期排摸整治工棚 164
处、拆除工棚31处、整改问题389
个的基础上，组织开展临时工棚再
排查，通过采取“拆除一批、整治
一批、美化一批”的措施，强化工
棚安全管理，改善工棚居住环境，
现已完成85处工棚备案。

目前，通过阶段性整治和长效
管理，江北区围挡整治工作已取
得明显成效，施工围挡实现了华
丽变身，共计改造提升围挡 139
处、57.2公里、11.2万平方米，工
地围挡周边的环境卫生也大有改
观。

渣土控源头 工棚标准化
江北围挡整治注重长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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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最多跑一次”改革

拉高标杆扬长补短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

本报讯（记者龚哲明 实习生
史思琪） 昨日上午，市政协主席杨
戌标在调研城市历史文化遗存保护
和利用工作时强调，历史文化是一
座城市的灵魂。我们要像保护自己
的眼睛一样保护好历史文化遗存，
让它不但能留下来传下去，而且能
够活起来用出彩，为新时代城市建
设注入更深的内涵和更强的活力。
陈安平、陈文祥参加调研。

杨戌标一行先后考察了海曙鼓

楼区域的永丰库遗址、督学行署、
天宁寺塔，鄞州七塔禅寺等地，了
解城市历史文化遗存保护和利用情
况。杨戌标说，对于历史文化遗存
要做到原汁原味保护、有滋有味利
用，努力挖掘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
人文精神、道德规范，让古老的文
化鲜活起来，走进千家万户，走入
人民群众。

杨戌标指出，脱离宁波城市深
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名城名都”是

不可能建成的。“夫源远者流长，根
深者枝茂”，要始终清醒地认识到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只有努
力保护好历史文化遗存，让其在现
代城市建设中生存和发展，才能让
宁波展现出独具魅力的个性和特
色，在世界城市群落中占据一席之
地。要加强历史文化遗存保护规划
编制工作，以规划的刚性约束严格
保护，使城市建设与文化遗存保护
有机融合。要牢固树立“城市双修”

理念，以生态修复、城市修补取代推
倒重来，处理好历史文化和现实生
活、保护和利用的关系，该修则修，
该用则用，该建则建，做到城市保护
与有机更新相衔接。要深入挖掘文
化遗存的历史价值和现代意义，把
沉睡的历史文化遗存激活，让文物
说话，真正使城市历史融入现代文
化，焕发新的生机。

杨戌标强调，城市历史文化遗
存保护和利用与城市发展水平和人
民群众对提升生活品质的客观需求
息息相关，市各有关部门要以对人
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担当作为，
精准施策，精心建设，精细管理，推
进文物合理适度利用，让历史文化
烙刻在城市“心脏”里，与“脉搏”一
起跳动，让保护成果惠及更多人民
群众。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
协委员要发挥优势，深入调查研
究，踊跃献计献策，积极为助推

“名城名都”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杨戌标在调研城市历史文化遗存保护和利用工作时强调

留住宁波城市文化之根
让文化遗存活起来用出彩

本报讯（记者张昊） 昨日，由
宁波市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
工业经济联合会举办的 2018 宁波
市企业家活动日暨百强企业颁奖典
礼举行。市委副书记宋越舜出席活
动并讲话。

宋越舜向受表彰的企业和企业
家表示祝贺，向一直以来为宁波建
设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广大企业和

企业家表示诚挚的感谢。他说，宁
波企业家群体作为我市现代化建设
重要力量，要紧扣服务大局，大力
弘扬新时代优秀企业家精神，保持
创业激情，敢于拼搏奋斗，努力再
创新的事业辉煌。

宋越舜希望广大企业家勇争一
流立潮头，牢记使命敢担当，义行
天下展风采。要抢抓宁波创建“一

带一路”建设综合试验区、建设
国家 16+1 经贸合作示范区、中国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等难得机遇，乘
势而上、追求卓越，把自己的企
业 做 得 更 精 、 更 强 、 更 大 、 更
久，自觉把企业发展和自身事业
融入宁波建设“名城名都”的火热
实践中，在共同谱写“中国梦”宁

波篇章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人生精彩
和最大价值，同时严守商业道德，
保护生态环境，支持慈善事业，争
做合法经营、诚信经营、文明经营
的楷模，真正成为社会尊重的创业
标杆、道德标杆。

宋越舜强调，企业是社会经济
的基础，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关
键少数”。市委、市政府将继续发
扬 “ 店 小 二 ” 精 神 ， 积 极 构 建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创造更
加优良的营商环境，更好地为企业
办实事、解难事。宁波市企业联合
会、企业家协会、工业经济联合会
要充分履行协会责任，充分发挥桥
梁纽带作用，努力为宁波经济高质
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胡谟敦、许亚南、郁伟年等出
席活动。

宁波市企业家活动日
暨百强企业颁奖典礼举行
宋越舜出席活动并讲话

昨天上午，海曙区南
门街道柳锦社区邀请“变
脸”艺人吴建，给社区小
朋友们带来了一场川剧变
脸的生动课程。

（刘波 沙燚杉 摄）

触摸
传统艺术

本报记者 殷 聪
通讯员 陈 艳

营业收入连续 5年突破万亿元
大关，增速从上一年的 1.89%跃升
至 23.71%；年营收超过 200亿元的
企业达到 20 家，较去年增加 6 家，
创历年新高；两家企业年营收超过
1000 亿元……昨日下午，我市相
继 公 布 2018 宁 波 市 综 合 百 强 企
业、制造业百强企业、服务业百强
企业以及“宁波·竞争力”百强企
业 4份榜单。总的来看，面对复杂
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我市广大
企业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新旧动
能转换动力不断增强，释放出不少
值得关注的信号。

创新提升
让甬企有了更多话语权

企业只有掌握核心技术，参与
制定国际、国家标准，才能在日益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拥有更多的话语
权、定价权、主动权。今年的制造
业百强榜显示，上榜企业中有 65
家企业参与国际、国家技术标准的
制定，其中参与国际标准制定 14
项，参与国家标准制定673项。

参与标准制定数量的不断增
长，折射出我市企业在技术创新突
破上所作出的艰苦努力。这种努力
在专利申请上表现得更为明显。据
了解，今年的制造业百强企业共拥
有专利 1.82 万项，其中发明专利
2906 项。榜单还显示，我市百强
企业对研发创新的投入不断增加。
综合百强企业去年研发经费投入超
过 180亿元，其中制造类企业的研
发费用投入最大，接近 170 亿元，
比上年增加了 47.24 亿元，增幅近
39%。

创新给企业带来丰厚回报。榜
单显示，宁波百强企业利润总额明
显增加，资产周转速度不断加快，
负债率逐步下降。其中，综合百强

企业净利润达738.51亿元，增幅超
过30%。与此同时，综合百强、制
造业百强、服务业百强的资产负债
率均比上年下降了3%以上。

全球并购
加速甬企做大做强

今年，均胜电子子公司并购日
本高田资产并顺利交割，成为全球
汽车安全领域的巨头；去年，银亿
集团另辟蹊径“跨界”升级，并购
美国“ARC集团”，成为全球第二
大独立生产气体发生器生产商……
海外买买买，正在加速甬企做大做
强。

据 悉 ， 2018 综 合 百 强 企 业
中，拥有海外收入、海外资产的企
业已有 35 家，其海外收入、海外
资产分别为961.73亿元和898.45亿
元；2018 制造业百强企业中，拥
有海外收入、海外资产的企业已有
24 家，其海外收入、海外资产分
别为310.13亿元和484.07亿元。

“海外业务的拓展，为百强企
业的产业升级换代提供了一个良好
的发展渠道，也是企业创新、转型
发展的一个重要发展途径。”市经
信委相关负责人说，以银亿集团为

例，自去年作价 79.81 亿元购买东
方亿圣 100%股权，并通过东方亿
圣持有全球领先的汽车自动变速器
制造商邦奇集团后，银亿与邦奇的
首个项目仅花了 8个月便在宁波顺
利落地。今年 2月，银亿邦奇年产
120万套邦奇CVT变速箱的装配线
项目首条变速箱生产线完成了安装
调试，短短 5个月内已生产变速箱
10 万余套。目前，邦奇正忙着为
第四条 CVT 变速箱装配线的安装
做最后的准备。按照计划，该公司
将于明年底完成 8 条生产线的安
装，满产后年产值将超过 100 亿
元。作为今年加入千亿级工业龙头
培育企业名单的银亿通过外延发
展，加速挺近“千亿级”。

门槛提高
实体经济实力壮大

近日，宁波钢铁成功研制出一
款高碳高合金钢产品，成为该企业
自投产以来研制的合金含量最高的
钢种。数据显示，宁波钢铁去年实
现营收、利润、税收分别为256.03
亿元、17.94亿元和 7.71亿元，与上
一年相比分别增长42.87%、126.52%、
58.64%。 【下转第6版】

一份高含金量榜单的背后
——解读2018宁波企业百强榜

中国女排出征亚运会前夕

主帅郎平深情告白北仑

因俄前特工中毒事件
美将对俄实施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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