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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包凌雁

创建于 1992年的宁波王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现在是国家级重
点高新技术企业。作为全球最大
的绿色食品防腐剂生产基地，企
业领头人王国军说，如果没有人
才支撑，根本就没有企业的存在。

21 岁时，王国军在一家榨菜
厂里做榨菜销售员，到全国各地
推销。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
几位专家吃到了他推销的小包装
榨菜后，推荐了研究院研制的山
梨酸、山梨酸钾等在当时来说非
常新型的食品防腐剂。王国军抓
住了机会，由此开始了与中国原
子能科学研究院合作研发的历程。

食品添加剂技术含量高，在
余姚一个偏僻小镇如何解决技术
问题呢？王龙科技向全国招贤纳
士。“我们的 7位高级人才是我在
报纸上登了招聘广告引进的。他
们是企业的创业‘元老’。”王国
军说，事业是不分大城市、小城
镇的，关键是有没有施展才能的
舞台。“我很尊重他们，除了事业
留人，更是感情留人，给专家们

造了专家楼，尽可能给他们提供
较为舒适的生活条件。”

获国家核工业总公司部级科
技进步奖二等奖、享受国务院津
贴的张泽溥，自 1991年起在王龙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室任职，
近 30 年专注山梨酸工业技术研
发。在他的努力下，王龙科技食
品添加剂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成
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食品添加剂
企业。

从高级专家、技术骨干到普通
职工，公司实行“上不封顶，下要保
底”的政策。如今，王龙科技具有
大专以上的科技人员 126 人，专
职研发人员 84人，占职工总数的
15%以上。公司的山梨酸、山梨
酸钾、双乙烯酮、乙酰乙酸甲

（乙） 酯等 5个产品生产规模居全
球第一，成为全国最大的醋酸下
游衍生物产品生产基地。

现在，王龙科技聚集了越来
越多的大学生，对于这些思想丰
富、学习能力强的新生力量，公
司更是花精力培养。“人的学历不
能代表能力，社会是一个大课
堂，大学生干一行要爱一行，择
业必须敬业。”王国军常常告诫年
轻人，面对困难不要退缩，面对
委屈要能忍受。

王龙科技：
靠人才起家 靠人才壮大
宁波民企引才故事

记者 董小芳

“谢谢把珍贵的‘一号话筒’
给了我。”抢得第一个提问的机
会，来自民革界别的市政协委员毛
坚很激动。昨天下午，市行政会议
中心 101会议室，随着协商交流会
进入提问环节，会场的气氛达到高
潮。

老旧小区改造，事关民生，事
关发展，群众日常热议的“关键小
事”都是委员们关注的焦点。

“物业服务是提升市民生活品
质的保障，如何加强对物业行业的
监管？”毛坚委员带来的第一个问
题就开门见山，切中肯綮。

“物业服务管理与居民生活息
息相关。不可否认，目前物业服务
与百姓的期望之间还存在一些差
距。”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答道，
通过调查摸底，发现主要原因在于
体制机制不顺、物业服务水平不高
以及物业管理本身的制度设计漏洞
等。下一步，将通过党建引领创新
物业管理体制、压实责任齐抓共管
等举措，推动物业服务管理水平不

断提升。
“老旧小区外墙脱落现象比较

严重，也带来了一定的安全隐患，
住建部门如何应对？”第二个提问
的廖微微委员也将问题抛给了住建
部门。

针对老旧小区外墙脱落，市
住建委于今年年初展开了全面排
查。目前，针对有隐患的房屋建
立了“一房一档”，定期排查，发
现问题及时整改。同时，市住建
委于 8 月初出台规定，对建筑外
墙的施工工艺、构造设计等要求
进行明确，从源头上防止问题的
发生。

老旧小区改造，委员们对各种
“老大难”问题依旧紧盯不放。

“小区是家园，但有时候也成
了‘动物园’。违规养犬问题，一直
得不到彻底解决。整治狗患，要如
何治本？”冯国铭委员的提问，引
得在场的政协委员们点头赞同。

“狗患是城市管理的‘老大
难’。目前宁波全市范围内约有 30
万条，数量相当庞大。”市公安局
相关负责人回答，公安部门一直在

加强对狗患的整治，就在今年 5月
和 9月，还与相关部门联手开展了
两次大型的整治行动。“就目前而
言，整治狗患难点在于相关法律法
规的滞后、部门间合力不够、流浪
犬收养留置场所有限等几个方面。
下一步将在加强立法修订工作的同
时，增加收容能力，加大整治力
度，规范犬类管理。”

“装修垃圾如何清运也是文明
创建的‘老大难’，如何推动解
决？”彭庆猛委员反映的问题也是
很多人关心的。

市城管局相关负责人拿起话筒
作答，目前宁波主要采取市场化运
作的模式，由业主或物业委托垃圾
清运企业进行清运，费用由建筑垃
圾产生者支付。今年，全市启动了
相关规定的修订工作，将对建筑垃
圾的投放、收运等提出明确要求，
并计划通过明确点位设计的方式，
落实终端处置。

老旧小区改造，政府部门的长
远规划，更是委员们关注的重点。

张利平委员举手发问，将问
题直指规划部门：“老旧小区的改

造 涉 及 城 市 公 共 资 源 的 重 新 配
置，涉及市民各类生活服务设施
的完善，必须从更大范围的整体
空间上加以考虑，市规划局对此
有何规划？”

“老旧小区改造，是城市更新
的重要组成部门。一方面，规划部
门要做好引领，以让群众在城市中
生活得更舒心、更便利为原则，推
动‘城市双修’工作，通过生态修
复和城市修补，治理‘城市病’，
改善人居环境。”市规划局相关负
责人说，规划部门更要做好相关统
筹工作，最大限度提升群众的生活
品质。

协商交流会现场，市政协委员
朱心琪、杨文鸽、陈江、潘德梅、
王靖波、屠秋月、许红琴等也相继
就老旧小区闲置土地利用、业主委
员会管理、小区停车收费等相关问
题进行了提问，市国土局、民政
局、发改委等部门分别给予现场答
复。

相信通过各部门齐抓共管、协
同推进，宁波老旧小区改造的美好
明天终将可期。

让人民群众城市生活更舒心
——老旧住宅小区整治改造工作协商交流会侧记

—— 宁波改革开放40年印迹 ——

昨天下午，在鄞州区繁
裕社区的“繁花似锦”手工
坊里，志愿者们正在编织爱
心毛衣。入秋以后，天气转
凉，社区一年一度的“送温
暖 · 献 爱 心 ” 捐 衣 活 动 启
动，热心居民将编织 200 件
毛衣、线帽、围巾等，之后
通过快递寄到千里之外的四
川阿坝州，为那里的孩子送
去温暖。

（徐能 陈美美 摄）

昨天，海曙区西门街道新芝社区、市公交总公司永盛公司、出租车
中北文明车队联合举行“迎重阳 游乡村”敬老活动。新芝社区 60多
名老年朋友由志愿者陪同，走进有“中国御史之乡”之称的海曙区古林
镇茂新村，了解御史故里风清气正的故事。

（胡建华 吴敏亮 摄）

手工毛衣
爱传千里

迎重阳 话廉政

本报讯 （记者黄合 通讯员
勇祖轩）“1319，是市本级各部门
实现‘最多跑一次’的办事数
量；30，是我参与过重大审批制
度改革文件的数量；1220，是组
织多部门联合会审累计服务的全
市重点工程项目数量”……

昨天下午，在“六争攻坚”
干部风采集中展示活动现场，市
审管办行政审批管理处处长毛捍
军用一串数字，晒出了自己投身

“服务争效”的实干实绩，也赢得
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此次展示活动分为“提速攀
高 攻坚增效”“一线挂职 破难
前行”“青春集结 共话担当”三
个篇章。来自不同部门、地区的
市县中层干部陆续登台，集中展
示自己在“六争攻坚”中的风
采。他们有的奋战在攻坚一线，
有的投身基层前沿，有的在重点
项目挂职，有的在服务保障岗
位，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宁
波干部的担当和奉献。

沪嘉甬铁路项目的融资问题
如何想办法解决？吉利汽车梅山
工厂项目推进情况怎样？“脏乱
差”的后进村如何涅槃重生？传
统产业发展过程中如何实现产业
升级？人才工作如何抓住区域调

整优势更进一步？……
面 对 来 自 市 “ 两 代 表 一 委

员”、网民代表和主持人的提问，
上台的市县中层干部从容不迫侃
侃而谈，不仅对本职工作如数家
珍、对政策法规知根知底，而且
对破解难题有对策有实招，展现
了助力“六争攻坚”、干出一流业
绩的底气。活动最后，全市年轻
干部培训班的学员代表还用情景
模拟等形式展现了基层年轻干部
助推“六争攻坚”的生动案例，
并用集体朗诵倡议书的形式展现
了青春风采。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只有
参与者，没有旁观者。参加活动
的各地各部门干部代表表示，此
次风采展示不是演讲赛、不是成
果展，而是振奋精神再出发的

“誓师会”“冲锋号”。“现在距离
年底只有不到三个月时间，要对
标看表、比学赶超，加油冲刺

‘全年红’，交出优秀‘成绩单’。”
对此，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

人表示，希望广大干部勤练内功
强本领、铁肩扛责强担当、用心
用情强服务，通过这个活动进一
步强化激励干部担当实干的鲜明
导向，营造互比互学赛业绩、齐
心协力干事业的生动氛围。

只有参与者，没有旁观者

“六争攻坚”干部集中展风采

本报讯 （记者沈孙晖 通讯
员林敏） 象山大目湾双创园前日
正式开园。据悉，这是该县首个
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运营、管理
的园区，目前已被授予县级众创
空间、大学生创业园、浙江大学
游学点等称号。

据介绍，大目湾双创园总面积
约 3500平方米，设有企业展厅、路
演中心、洽谈区、创咖、联合办公
区、休闲区、书吧等区块。园区现已
入驻小微企业 27 家，签署本地第
三方服务商19家以及导师6名。

“我们重点打造服务全象山创
业青年的家园，为入驻的创业者
提供全方位的咨询、管理、培训
等优质服务。”大目湾双创园运营
总监王桉沐表示，该园是象山建
设高水平双创示范基地，探索可
复制可推广双创模式和成功经验
的实践基地。截至目前，园区已
举办各类企业沙龙、导师分享等
活动 47场，入驻的影视类创业公
司已从该县迅猛发展的影视产业
中获取红利，一些互联网服务企
业也发展态势良好。

象山大目湾双创园开园

记者 易鹤 通讯员 储昭节

〖事件〗
本世纪初，宁波全面完成国有

集体企业两项制度改革。

本世纪初，宁波打响了一场轰
轰烈烈的国有企业改革攻坚战。

短 短 3 年 时 间 ， 98% 市 属 国
有 集 体 企 业 完 成 了 产 权 制 度 改
革 ， 98% 职 工 理 顺 了 劳 动 关 系 ，
成功破解了国企发展的历史性难
题。

一子落下满盘活。经过“壮士
断腕”式的改革阵痛，宁波国有经
济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与蓬勃
发展的民营经济既互相交融，又各
司其职，构筑起宁波经济独特的制
度竞争力优势。

目前，宁波国有资产总量已突
破 1万亿元，国有经济主要发展指
标在全国计划单列市中居于前列。
全 市 每 年 新 增 创 业 主 体 逾 10 万
个，呈现出多种所有制经济相互促
进、共生共荣的良好格局。

据中国社科院和经济日报社今
年 发 布 的 《中 国 城 市 竞 争 力 报
告》，在包括香港、上海、北京在
内的近 300个城市中，宁波综合竞
争力排名第9位，并入选“40年来
经济发展最成功的40城”。

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

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
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宁波与国
内其他地方一样，国有企业机制不
活、效率低下的问题日益突出。在
当时市经委系统的八大工业集团
中，有些集团的亏损和濒临破产企

业占比超过六成。
针对“国企病”开出的“方

子”已经不少，但是，从扩大经营
自主权到承包制，再到两步利改税
等改革措施，都未能触及国有企业
的病根——产权制度，国有企业的

“健康”日益恶化，发展越来越步
履艰难。

中国加入 WTO 在即，如果国
有企业仍以旧体制、低效率去参与
全球化竞争，势必处于劣势，甚至
被淘汰出局。

早改革，会主动；晚改革，
要 被 动 ； 不 改 革 ， 死 路 一 条 ！
2000 年前后，宁波在全国率先打
响了一场以理顺产权制度和改革
用工制度为突破口的国企改革攻
坚战。

一方面，对于长期亏损、资不
抵债、扭亏无望的中小企业，果断
进行破产或关闭，以堵住国有资产
流失的漏洞；同时，通过产权置
换，对长期沉淀于一般竞争性行业
的国有资产进行盘活。

在明晰企业产权的同时，劳动
关系理顺也在循序推进。市委、市
政府对理顺劳动关系工作采取了积
极慎重的措施，先后下发了 25 个
文件，编织了一张紧密完善的保障
网。

短短 3 年时间，全市 421 家市
属国有 （集体） 企业中，98%企业
完成了产权制度改革，11.4万名职
工中98%理顺了劳动关系。

经过疾风骤雨般的改革，市
属国有企业数量减少 80%，但平
均总资产和所有者权益分别增长
了 184%和 400%。单一所有制的格
局基本改变，规模集聚效应日益
显现，各种所有制经济得到了快

速发展。

加快构建现代企业制度

两项制度改革清除了束缚生产
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实现了国有
企业的战略性重组和国有经济的布
局大调整。

一方面，一大批国有集体企业
通过资产核销、提留、剥离和劳动
关系理顺，卸掉了沉重的历史包
袱，轻装上阵投入市场竞争；另一
方面，新设立的企业按现代企业制
度要求，建立了全新的法人治理结
构，形成了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
制，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的市场主体。

当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改
制后企业的总注册资本中，保留的
国有资本、经营层出资、普通职工
出资和社会法人资本的比例都在
20%至 30%之间，这种多元化产权
结构，成为医治政企不分、所有者
缺位等“国企病”的良方。

以市属化工系统为例，该系统
率先完成两项制度改革后，次年销
售就比上年增长 28%，利润增长 5
倍，税收增长 1倍多，员工平均收
入增长40%。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
理顺劳动关系后，10 万多名职工
从企业的依附中解放出来，从“单
位人”变成“社会人”，促使职工
增强风险意识，自觉学习新知识、
新技能，激发工作的创造性和能动
性，成为一支新的创业大军。

现在回过头来看，不少下岗职
工通过自己的奋斗，不仅创出了一
番事业，而且为社会创造了新的就
业机会。

有所为有所不为。从此，宁
波国有资本实现了“四个转向”，
即从分散转向集中，从一般竞争
性领域转向体现国有经济控制力
作用的领域，从单一所有制性质
的国有企业转向多元投资主体构
成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从量的扩

张转向质的提高，切实解决布局
比较分散、资源配置无序、整体
素质不高的问题。

激发微观市场主体活力

今年10月9日，全国国有企业
改革座谈会召开，在强调“从战略
高度认识新时代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的中心地位”的同时，要求充分认
识增强“微观市场主体活力”的

“极端重要性”。
而此时的宁波国资国企，轻舟

已过万重山：国有资产总量已突破
1万亿元，九成国资投向事关全市
发展大计的重大基础设施民生产业
项目……

来自市国资委的消息，国企投
资今年要完成 600亿元，通过股权
合作、资源互补等途径，在港口物
流、交通、能源、区块开发、旅游
等领域，加强与央企国企、外企、
实力民企以及在外浙商甬商的战略
合作，借势借力放大市属国有资本
功能。

同时聚焦整合重组，将部分小
散弱国企、国有资源分步分类注入
定位明确、主业突出、规模较大、
竞争力较强的市属企业集团，重点
打造 10 家企业集团，力争到 2020
年资产规模达千亿元的有 4家、达
500亿元的有2家。

今年起，我市国企新设的竞争
类子企业原则上都要实现混合，已
有的竞争类子企业也要积极引入战
略投资者，力争到年底混合所有制
比例超过40%。

我市还研究出台了市属企业提
升资产证券化水平三年行动计划，
同时建立 10 家左右的拟上市挂牌
企业后备资源库，形成 10 家左右
的可上市储备企业名单。

改革从来不简单，因为涉及利
益的再分配。但唯有不断改革，才
能带来真发展。这不仅是国有企业
做强做优做大的必然选择，也是驱
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一子落下满盘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