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INGBO DAILY2 要闻
2018年10月26日 星期五
一版责任编辑/陈 达
二版责任编辑/朱 雯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昨天，
记者从市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改革开放 40 年来，鄞州区
抢抓机遇、先行先试、大胆探索、
奋发作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
成就。近日，《人民日报》 发布了
2018 年中国中小城市科学发展指
数研究成果，在“全国综合实力百
强区”榜单中，鄞州区排名第四，
位居浙江省第一。

“鄞州精神就是‘敢为、求实、争
先’，抢抓一个又一个历史机遇。”鄞
州区主要领导表示，率先在全省财
政收入超百亿、全市最早的中外合
资企业、全省领先的科技企业和知
名品牌群体、全国知识产权领域最
具影响力的县域等，这些都在鄞州
经济发展史上留下鲜明的印记。

1992 年撤区扩镇并乡、2002
年撤县设区、2016 年区划调整，
虽历经变迁，鄞州经历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改革开放前以传统农
业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彻底改
变，鄞州实现了从农业大县到工
业强区再到二三产融合发展的都
市经济强区的跨越，三次产业比
重由原先的 42.3∶43.2∶14.5 调整优
化为 1.7∶34.9∶63.4。数据显示，鄞
州区地区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2.67
亿元跃升至 2017 年的 1508.1 亿元，
增长 560多倍；人均 GDP由 1978年
的 390 元攀升至 2017 年的 18.59 万
元，增长近 480倍；财政收入从 1978
年 的 4069 万 元 猛 增 至 2017 年 的
410.9亿元，增长1000多倍。

坚持区域统筹、城乡一体，鄞

州中心城区品质提升、广大镇村协
调发展。该区主动抢抓宁波城市化
快速推进的重大机遇，高起点规
划、大手笔建设、精细化管理，实
现了从有县无城到品质城区再到都
市核心的跨越，形成了包含东部新
城、南部新城和三江口片区在内总
面积 117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区。目
前 东 部 新 城 累 计 完 成 投 资 超 过
1000亿元，基本建成9平方公里核
心区；南部新城累计投资超 1500
亿元，新建建筑超过 2000 万平方
米，建成 33 平方公里核心区域。
目前该区城镇化率已达到81.6%。

社会经济发展成果惠及百姓，
民生福祉显著提高。该区实现养
老、医疗保障城乡并轨，户籍人口
养老和医疗保险参保率提高到96%

和 98.7%，社会保障不断提质。同
时，深入推进教育综合改革，组建
教育集团 27 个，优质教育体系全
面建立，公共服务均衡发展。数据
显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1985 年 的 806 元 增 至 2017 年 的
32743元，增长 40倍；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从1985年的889元增
至2017年的59482元，增长66倍。

站在历史新起点上，鄞州正全
面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高品质强
区，打造政治生态好、经济生态
好、社会生态好、自然生态好示范
区。从“名城强区”到“两高四
好”示范区，鄞州不断提高站位，
坚持领跑领先不动摇，主动对标先
进地区，力争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跻身全国一流强区最前列。

位居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第四位

鄞州：奋发作为打造“两高四好”示范区

记 者 王 珏
镇海记者站 陈海群 石 全

时值金秋，宁波植物园内风景
如画，花果飘香。看着满园游客云
集，今年 24 岁的钟璐宁很庆幸大
学毕业时选择在镇海新城就业安
家：“在植物园工作后，父母也跟
着我把家搬到与植物园相隔 1公里
的吾悦广场，这里既有城市的繁
华，又能在家门口感受清新绿意。”

总面积 46 平方公里的镇海新
城，是宁波主城区北部中心，宁波

“中提升”战略的重点开发区域。自
开发建设以来，新城累计完成各类
投资额超 700 亿元，建成及在建项
目 100多个。昔日乡野城郊上，一幢
幢拔地而起的高楼勾画出城市新天
际线，迅速形成新城核心区、休闲大
本营、宁波植物园等三大板块。

牢牢抓住重大项目这个“牛鼻
子”，迅速搭起新城的“四梁八
柱”，由此全面拉开建设框架。市
民广场、行政服务中心等公共设施
相继建成，宁波第五医院、宁波市
第七医院、肯特学校、尚志中学等
优质卫生教育资源迅速到位，镇海
大剧院、文化艺术中心等高端生活
配套设施投入使用……城市形象初
步显现，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幸福
品质之城魅力开始彰显。

万科城、拉菲庄园等高品质小
区全面建成，以及吾悦广场、万科
1902 广 场 等 商 业 综 合 体 相 继 开
业，提升了人居品质，助推新城发
展。2017 年，镇海新城区域全年
累计落户超过9100人。

“坚持品质开发理念，打造幸福
品质之城。”新城管委会相关负责人
说，镇海新城始终把提升城市形象

和品位作为立足点。目前，新城正在
研究编制“1+X”品质提升规划，将
从功能布局、形象品质、配套服务等
方面进一步优化新城品质。

感受着这片热土上日新月异的
发展变化，扑面而来的都市气息和
澎湃活力。近年来，随着核心区商
务楼宇的集中投用，镇海集全区之
力加快推动楼宇招商，启动运行企
业 （党群） 服务中心，并派驻专门
人员入驻商务楼宇，推行全程代办
服务，积极践行“妈妈式”服务理

念。世创电商园、聚才文创园、时
尚产业园等园区及品牌企业相继入
驻镇海新城；高层次人才蒋俊博士
领衔的半导体热电材料项目落户新
城后，获得多家风投公司关注……
截至今年 9月，新城核心区累计引
进办公企业 721家，核心区从业人
员近2万人。

产城融合，宜居宜业宜游。早
在规划之初，镇海新城就将生态环
境保护放在第一位，提升城市绿色
品质。如今，新城中部宁波植物园

已成为宁波城市景观新名片，开园
近 2年来,游客接待量已突破 135万
人次；南部全市首个城市体育文化
综合体项目——绿轴体育公园，是
市民健身休闲好去处，也成为新城
对外联系的重要门户节点。“通过
城市化建设取得的实效，满足人民
群众对幸福生活的追求。”镇海新
城管委会党组书记李阳育说，构建
起生态宜居之城，镇海新城将社会
效益、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集于一
身。

镇海新城正青春

本报讯 （记者杨绪忠 通讯
员廖鑫 胡浩峰） 市政府日前发
布 《关于推进城市有机更新工作
的实施意见》，以进一步集约利用
存量土地，完善城市功能、激发
城市活力、改善人居环境、增强
城市魅力，促进城市精明增长和
可持续发展。

此次发布的实施意见提出，实
施城市有机更新“五大专项更新”：

推进老旧小区更新。研究制定
老旧住宅小区整治改造指南，确定
菜单式改造内容和基本要求。推动
社区“15分钟生活圈”建设。

推进低效空间更新。对不符
合城市功能品质要求的拆除重
建。对具有地域特色和保护价值
的进行微更新。加快推进已实施
项目的签约清零、地块出让和开
发利用工作。

推进交通轴线更新。在轨道
交通、城市快速路和城市主干道
等重要交通轴线沿线及周边，规
划建设一批城市有机更新单元，
将城市主要通道打造成为宜居宜
业、特色鲜明的产业带、文化带

和景观带。
推进文化遗存更新。统筹推进

历史城区、历史街区、历史地段和
历史建筑等历史文化遗存的更新
保护工作。保护和强化历史城区空
间形态。推进文化紫道建设和历史
风貌街区环境整治改造。注重塘
河、桥梁、埠头等代表性历史地段
的特色文脉基因更新保护。加强历
史建筑的保护和管理。

着力推进生态系统更新。大
力推进“城市双修”试点，构建
连通城市内外，“山环海抱、三江
六岸、蓝绿成网”的生态网络系
统。实施“三江六岸”拓展提升
工程。

《关于推进城市有机更新工作
的实施意见》全文扫描二维码

我市出台新政
支持城市有机更新

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员
孙波 王岑） 昨天下午，市公安局
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今年以来
我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情况，
还通报了 10 起典型案例。记者从
会上获悉，截至目前，我市已破获
涉黑涉恶刑事案件 1045 起，打掉
涉黑涉恶团伙 330个，其中黑社会
性质组织犯罪团伙4个。

自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我市公
安机关高度重视，将此作为今年全
市公安机关“五大攻坚战”的重要
内容，力争通过一两年的努力实现

“宁波无黑”的目标。其间，全市
各级公安机关组织精干警力构建了
扫黑除恶专业队，紧紧围绕 12 类
重点黑恶犯罪活动，广泛发动社会
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公开征集、
深入排摸、细致核查涉黑涉恶违法
犯罪线索，并及时进行侦办打击。

截至目前，全市共排查发现相
关线索 3535 条，其中 1129 条成案
线索已经进行侦办；破获涉黑涉恶
刑 事 案 件 1045 起 ， 同 比 上 升

61.51%； 打 掉 涉 黑 涉 恶 团 伙 330
个，其中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团伙
4个；缴获火药动力、气动力枪支
各 14 把 ， 扣 押 、 冻 结 涉 案 资 产
2583 万元。就在国庆节前夕，市
公安局组织开展了扫黑除恶第三次
集中统一收网行动，在 24 小时内
共收网抓捕涉黑涉恶犯罪团伙 24
个，抓获涉案人员320名。

公安机关呼吁广大市民，如有
这方面的线索，可以通过“举报电
话”（110 或 0574-81984526）、“举
报信箱”（地址：海曙区鼓楼街道
西 北 街 11 号 宁 波 市 公 安 局 扫 黑
办） 以及“直接来访”（位于中兴
路 658号的宁波市公安局人民来访
接待室） 这三种途径进行举报。公
安机关将做好保密工作，对查证属
实的举报线索，予以奖励。

会上，公安机关还通报了 10
起涉黑涉恶典型案例。

1、奉化毛某龙案：经缜密侦
查，奉化公安机关打掉以毛某龙
为 首 的 涉 嫌 黑 社 会 性 质 犯 罪 组
织，抓获犯罪嫌疑人 108 名，破
获聚众斗殴、寻衅滋事、非法拘
禁、开设赌场、非法持有枪支等
案件 80余起。

2、象山秦某祥案：近日，象
山公安机关打掉以秦某祥为首的涉

嫌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抓获犯罪
嫌疑人 36 名，破获组织卖淫、容
留卖淫、开设赌场、故意伤害、寻
衅滋事、敲诈勒索等案件30余起。

3、 宁 海 刘 某 欢 案 ： 今 年 1
月，宁海公安机关打掉以刘某欢为
首的涉嫌恶势力犯罪集团，抓获犯
罪嫌疑人 20 名，破获寻衅滋事、
敲诈勒索等案件 40 余起。该团伙
开设投资公司，通过“虚增债务”

“制造银行流水痕迹”“胁迫逼债”
“虚假诉讼”等方式大肆实施“套
路贷”犯罪。

4、慈溪孙某焕案：近日，慈
溪公安机关打掉以孙某焕为首的涉
嫌恶势力犯罪集团，抓获犯罪嫌疑
人 14 名，破获寻衅滋事、敲诈勒
索等案件 10 余起。经查，原担任
周巷镇大古塘村主任的孙某焕和村
里前科人员周某军长期勾结在一
起，在周巷一带逐渐树立起“村
霸”恶名，强揽工程，强拿硬要工
程款，鱼肉百姓，社会影响十分恶
劣。

5、余姚马某案：9 月，余姚
市公安局打掉以马某为首的涉嫌恶
势力犯罪集团，抓获犯罪嫌疑人
20 余名，缴获枪支一把，子弹 52
发，砍刀 6把，破获开设赌场、寻
衅滋事、非法拘禁等案件10余起。

6、江北郑某磊案：5 月，江
北公安机关打掉以郑某磊为首的涉
嫌恶势力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
人12人，上网追逃2人，破获校园

“套路贷”诈骗等案件 10起，涉案
金额25万余元。

7、鄞州赵某金案：4 月，鄞
州公安机关打掉以赵某金为首的涉
嫌恶势力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
人 20 名，破获“二手车”交易诈
骗案件5起。

8、镇海刘某华案：6 月，镇
海公安机关打掉以刘某华为首的涉
嫌恶势力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
人 12 名，破获开设赌场、寻衅滋
事等案件10余起。

9、北仑胡某迪案：2 月，北
仑公安机关打掉以胡某迪为首的涉
嫌恶势力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
人 14 名，破获开设赌场、敲诈勒
索等案件10余起。

10、海曙谷某阳案：6 月，海
曙公安机关打掉以谷某阳为首的涉
嫌恶势力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
人 10 余名，破获强迫交易、寻衅
滋事等案件 10 余起。经查，谷某
阳等人长期盘踞石碶龙虾市场，以
较低的价格购进质量较差的龙虾
后，再以高价强卖给龙虾店，同时
暴力殴打龙虾店其他送货人。

我市公安通报10起涉黑涉恶典型案例
警方提醒：市民提供线索可通过这三种途径

本报讯 （记者吴向正 通讯
员翁凌展） 昨日，宁波市基层宗
教和民间信仰事务管理经验交流
会在余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
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
市委建设平安宁波领导小组扩大
会议精神和开展“大排查大巡防大
整治”的工作要求，对高水平推进
平安宗教活动场所建设、将宗教
和民间信仰事务全面纳入全科网
格化管理等工作作出部署。

会议指出，做好宗教和民间信
仰事务管理工作，重点在基层、薄
弱点在基层、主阵地也在基层。各
地各部门要坚持以党的宗教工作

基本方针为指导，全面压实宗教工
作“三级网络两级责任制”，牢牢把
握基层宗教和民间信仰事务管理
的主动权。要着力解决“不愿管、不
敢管、不会管”的问题，把宗教工作
纳入基层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
程，做到思想认识有新提高、担当
意识有新增强、工作水平有新提
升；要落实宗教和民间信仰事务全
科网格化管理，高水平推进平安宗
教活动场所建设，加快宗教事务管
理信息化建设；要加强宗教突出问
题整治，发挥宗教团体的桥梁纽带
作用，促进基层宗教关系的健康和
谐，为全市和谐稳定大局和平安宁
波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我市加强基层宗教
和民间信仰事务管理工作

本报讯 （记 者吴向正） 昨
日，记者从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五次会议获悉，市十五届人
大三次会议期间收到的 597 件代
表建议，目前已按规定办理并反
馈。从反馈情况看，代表对办理
工作满意率为 91.96%，基本满意
率为 8.04%；对办理结果满意率
为 81.41% ， 基 本 满 意 率 为
18.59%。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
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一府两
院”关于市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
代表建议、批评、意见办理情况
和相关督办情况报告。

今年，市人大常委会确定了
5 件重点建议，由常委会主任、
副主任督办，市长、副市长分别
领办，有效推动解决了加快推进
乡村振兴、改造青少年图书馆、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推进绿色公

交建设、加强垃圾分类能力建设
等一批事关全市改革发展稳定大
局的重大问题和涉及人民群众切
身利益的实际问题。

相关部门认真办理落实代表
建议，建议所提问题已经解决或
基本解决的有 259 件，占总数的
43.38%。如针对代表提出的加快
推进绿色公交建设的建议，市交
通委专门制定 《城市客运新能源
汽车推广应用方案》，成立新能源
汽车推广应用工作领导小组，统
筹协调新能源公交和出租车的建
设、投放、采购价格谈判等工
作。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投放
清洁能源和新能源公交车 4639
辆、清洁能源和新能源出租车
5613辆、新能源网约车1153辆。

会议还将对市综合行政执法
局、交通委、商务委办理情况进
行满意度测评。

市人大代表对建议办理工作
满意率达91.96%

本报讯 （记者包凌雁 通讯
员崔剑） 宁波市内部审计协会第
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日前举行。记
者从会上获悉，宁波市内部审计
指导与监督工作在省审计厅内审
工作年度考核中取得“十二连
冠”的好成绩，理论研讨工作连
续 5 年获得中内协理论研讨活动
组织奖。

市内审协会坚持打造宁波内

审文化品牌，以此来提高协会的
凝聚力、创造力和向心力。2008
年，首创“宁波内审沙龙”，2016
年，市内审协会沙龙升级版即

“奔跑吧，宁波好内审”成功上线。
2017 年，举办了“宁波内审去哪
了”，创作了《我们都是内审人》歌
曲。今年，组织了“最美内审人”评
比和“内审好声音”比赛暨汇演，
20位“最美内审人”获得表彰。

宁波内审工作考核
连续十二年全省第一

本报讯 （记者余建文 通讯
员沈珞） 昨天上午，中国社科院
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奉化培训点正
式授牌启用。

中国社科院大学自 2017年成
立以来，积极探索哲学社会科学
人才培养的新模式、新体系。这
次奉化培训点由中国社科院大
学、奉化日报社合作办学，将承

办中国社科院大学在浙江省内所
开展的国际预科项目、游学、中
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宣传推广、招
生代理工作，开展中国社科院大
学的国际预科项目、中外合作办
学项目、“一带一路”项目的移动
课程，促进提高中国社科院品牌
影响力，也是报业探索服务地方
经济的一种尝试。

中国社科院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奉化培训点揭牌

城乡争优·蝶变样板

拉高标杆扬长补短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

镇海新城面貌焕然一新。 （镇海新城管委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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