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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市区空气质量预测：优至良

甬派新闻客户端 中国宁波网手机版

本报讯 （记者朱宇） 昨日上
午，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郑栅洁
利用周末时间再赴企业调研。他强
调，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全
市广大企业要积极应对、主动求
变，加快培育新动能，全面提升竞
争力，努力实现平稳发展、逆势发
展。

郑栅洁首先来到宁波威孚天力
增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察看最新
研发的涡轮增压器产品，了解企
业技术研发、生产制造、市场开
拓情况。“搞研发有没有外部技术
力量支撑？”“本地生产配套情况
怎么样？”郑栅洁对企业坚持自主
研发、自创品牌的路子表示充分

肯定，鼓励企业继续加大技术研
发力度，不断扩大市场份额，真
正成为国内增压器自主品牌的领
军者。

虽是周末，但宁波凤凰亚虎进
出口有限公司繁忙如常，大学生创
业园内到处是埋头工作的年轻人，
国外采购商在产品展示中心的货柜
间里来来往往。郑栅洁详细了解创
业园的运营模式和项目孵化情况，
关切询问中美贸易摩擦对企业经营
业绩的影响，并征求企业负责人对
政府服务和政策供给的意见建议。
郑栅洁希望企业继续创新引才聚才
模式，吸引更多大学生来甬创业，
培育出更多优秀的创业者。郑栅洁

还希望企业进一步整合完善供应
链，打造一流的日用品采购出口基
地，推动更多宁波产品走向国际市
场。

郑栅洁还深入康赛妮集团有限
公司的生产车间，与企业负责人交
流原材料供应、生产工艺、市场开
拓等情况。当听说企业在生产自动
化的基础上，目前正着手开展流程
再造、智能化改造，建设全球毛纺
行业第一个无人车间时，郑栅洁频
频点头赞许。他鼓励企业积极运用
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技术，不
断探索传统工厂向智能工厂转型的
新模式，为宁波制造业转型升级作
出示范。

郑栅洁在调研时强调，虽然当
前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
因素比较多，但形有波动、势仍向
好。广大企业要正确看待经济形势
的两面性，坚定信心，稳定预期，
把挑战视为机遇，加快调整发展战
略，加大各领域的创新力度，进一
步提升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比较
优势。特别是要相信各级党委、政
府是与企业在一起的，及时反映问
题、提出意见，共同想办法顶住压
力、渡过难关。各级各部门要把服
务企业、帮助企业视为天职，认真
做好排忧解难的工作，让广大企业
真正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温
暖。

郑栅洁在企业调研时强调

加快培育新动能 全面提升竞争力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王柔怡） 昨天上午，宁波中学
举行 120周年校庆典礼。省委副
书记、市委书记郑栅洁就该校
120 周年校庆作出批示。市委副
书记、市长裘东耀给宁波中学新
疆班学生回信。

宁 波 中 学 创 办 于 1898 年 ，
是宁波历史最悠久的学校之一，
培养了大批优秀、杰出的校友。

母校 120周年校庆，诺贝尔
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发

来贺信，刚获小行星命名殊荣的中
科院院士贺贤土回校作报告，新闻
出版总署原副署长桂晓风则捐赠了
2万余册藏书……

昨天上午的校庆典礼上，举行
了宁波中学校友总会各地区校友会
授旗仪式、宁波中学教育基金会成
立暨校友捐款仪式。当天下午举行
了孙中山铜像揭幕仪式、屠呦呦铜
像揭幕仪式、桂晓风赠书仪式和朱
学林报告厅揭牌仪式，“储才大讲
堂”宁波中学校友系列讲座开讲。

宁波中学
昨迎120周年华诞

本报讯 （记者朱宇）“教育是民生
事业，是发展大计，对教育再怎么重视
都不为过。”在宁波中学 120 周年校庆
之际，昨日上午，省委副书记、市委书
记郑栅洁结束对企业的调研后，专程来
到宁波中学调研。

金秋的宁波中学校园，处处洋溢着
喜庆的气氛。刚刚参加完校庆活动的宁
波中学校友三五成群合影留念，畅叙同
窗情谊。在历经沧桑的“宁波府中学
堂”牌匾前，在巍然矗立的院士墙边，
在庄严静穆的校史馆里，郑栅洁详细了
解宁波中学的办学宗旨、发展历程，对
学校的办学成就予以充分肯定。“发展
教育是最有眼光、最富远见的举措，
100 多年前是如此，现在和将来更是如
此”。郑栅洁感慨地说，宁波出了这么
多的名人、院士，与宁波重视发展教育
的传统密不可分。他希望宁波中学始终
坚守为党育人的初心、为国育才的立
场，传承有脉、创新不止，拉高标杆、
奋勇争先，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水
平，努力创造百年名校新的辉煌。

郑栅洁还与师生们亲切交谈。他
说，宁波中学走过了 120个春秋，为国
家培养输送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和栋梁之
材，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希望宁波
中学全体教师牢记教书育人的神圣职
责，耕耘不辍、诲人不倦，做党和人民
满意的“灵魂工程师”。郑栅洁还勉励
学生们珍惜韶华，勤学善思，做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

郑栅洁在调研时强调，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加快推进城市现代化，首先
要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全市上下要深
入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把教育
事业放到优先发展的位置，加大财力投
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区域、城乡和
各级各类教育均衡发展。要深化教育改
革，注重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学习习
惯、理性思维、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健
康成长、全面发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要弘扬尊师重教的风尚，积极
解决教师普遍关心的问题，让教师成为
最受尊重、最有价值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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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改革开放40年印迹

习近平对全国党委秘书长会议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全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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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AG600水上首飞成功

习近平致电祝贺
李克强作出批示表示祝贺

10月 20日，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鲲龙”AG600在湖北荆门漳
河机场成功实现水上首飞起降。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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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朝霞 通讯员
叶荷雅） 近日，海曙区石碶街道开
展户外广告牌专项整治行动，两天
拆除了塘西中路总面积 700平方米
的 70 余块违法广告牌。据介绍，街
道将于 11 月底前完成区域内石源
路、石泉路、食品街等人员密集道路

的户外广告牌整治清理工作。
作为海曙区西片区的中心街

道，石碶街道车流、人流、商流情况
错综复杂，辖区内违法搭建、非法广
告、乱堆乱放、跨门占道、流动摊贩
等顽疾，严重影响了城市形象。

街道围绕“六争攻坚”部署开

展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行动，同步
推进雅戈尔大道、鄞县大道、S214
省道等主干道及周边环境综合整
治，开展拆违、集中整治等攻坚，
对账销号，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
效。

据介绍，除了拆除违规户外广

告，石碶街道还先后拆除了位于鄞
县大道地铁口、栎社地铁口周边以
及塘西新村、东方苑等老小区沿街
的违建；配合后仓村、冯家村小戴
家、星光村的里仁花园和东杨村，
拆除了田间地头的农棚田舍，一扫
存在多年的脏乱差形象。

石碶：强力整治环境助推城西形象蝶变

昨天下午，在宁波国际会展
中心 5号馆——智能设备馆，一
款全自动免烫智能贴袋机吸引了
不少采购商。今年的宁波国际服
装节，一批代表全球领先技术的
自动化机械设备集中亮相，成为
展会的一大亮点。

（记者 徐能 摄）

智能设备
引人瞩目

慈善英名传四海

本报评论员

周二与 90 余名上市公司负责
人面对面座谈交流，周三、周六分
赴鄞州区、江北区走访 7 家企业

“一对一”听意见、议对策、解难
题……刚刚过去的一周，省委副书
记、市委书记郑栅洁与企业互动频
繁。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发生重大
变化、经济增长下行压力逐步加
大、部分企业经营发展面临严峻挑
战的情况下，这种政企之间的高频
互动释放出一个强烈而清晰的信
号：越是在困难挑战面前，党委、
政府越是要坚定地与企业在一起。

与企业在一起，首先要帮助企
业坚定信心。我们经常说，信心比
黄金更重要。信心来自哪里？来自
对形势的准确把握和对市场的稳定
预期。“好时不扰、难时出手”，是
宁波各级各部门的工作传统，也是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核心要义。越

是形势多变、信息多样，政企之间
越是要建立高效顺畅的信息交流渠
道，全面了解企业所思所虑、所想
所盼，及时向企业传递正确的信
息。各级领导干部要主动到企业
去，把国家的大政方针讲透彻，把
经济形势讲清楚，把各级党委、政
府的应对举措、惠企政策讲到位，
让广大企业吃下“定心丸”，坚定
应对困难挑战的信心，坚定推进转
型升级的信心，坚定扎根宁波、投
资宁波的信心。

与企业在一起，最重要的是要
为企业排忧解难、保驾护航。企业
的困难和问题多种多样，要作区别
对待。有的像产品开发、市场开
拓、经营管理等，政府部门不能越

俎代庖，也没有能力大包大揽，应
该鼓励企业自己想办法解决。有的
像要素保障、项目审批、政策兑现
等，政府部门则要主动出手、及时
解困，做好雪中送炭、雨中打伞的
工作。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大脚
板”走进车间，把协调会开到现场，
将心比心帮助企业解决一批困难和
问题。“干部工作再难，也没有企业
遇到的问题难”。特别是对涉及多部
门的问题，一定要多跑腿、勤协
调，想方设法解决好，决不能听过
了就算数、讲过了就完事。

与企业在一起，还要善于倾听
企业的意见建议。企业身处市场一
线，对政策、服务、制度的供给质
量有更真切的体会。征求、听取企

业的意见建议，有利于党委、政府
更好地制定政策、改进服务、完善
制度。“坐在办公室想想都是困
难，到基层看看全是办法。”各级
领导干部要放低身段、虚心求教，
及时把企业的意见建议搜集上来，
认真梳理研究、消化吸收，抓紧制
定更加精准的政策措施、提供更加
高效的政府服务、创造更加公平的
制度环境，让企业有更多实实在在
的获得感。

服务企业是各级党委、政府责
无旁贷的重要工作。各级领导干部
要把走访企业、服务企业作为“大
学习大调研大抓落实”活动的重要
内容，始终与企业在一起，风雨同
舟、共克时艰。

始终与企业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