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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市区空气质量预测：良

甬派新闻客户端 中国宁波网手机版

—— 宁波改革开放40年印迹 ——

中国妇女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韩正到会祝贺
赵乐际代表党中央致词

第2版

本报讯 （记者朱宇 徐展
新） 昨日上午，省委副书记、市
委书记郑栅洁会见了香港教育局
局长杨润雄一行。

郑栅洁对客人们来甬参加甬
港教育合作论坛表示欢迎。他
说，当前宁波正在积极培育 2个
万亿级、4 个五千亿级、6 个千
亿级现代产业集群，这些都离不
开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强大支
撑。香港高水平学校多、国际合
作渠道宽、教育国际化程度高，
而且与宁波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与
合作基础。希望双方发挥各自优
势，聚焦宁波优势产业，紧扣培

养职业精神、专业素养这个重点，
策划实施一批专业化的教育合作项
目，共同做实做好“栽树工程”，
全面提升甬港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
合作水平，为两地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积极贡献。

杨润雄简要介绍了香港教育发
展情况。他说，宁波和香港联系密
切，香港“宁波帮”人士为香港的
繁荣稳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是
甬港两地教育合作的重要牵线人。
香港教育界将继续把宁波作为重要
的合作伙伴，推动双方教育合作取
得更大的成果。

施惠芳、许亚南参加会见。

郑栅洁会见香港客人

本报讯 （记者朱宇 徐展
新） 昨日上午，省委副书记、市
委书记郑栅洁会见了德国汉诺威
会展科技研究院董事长托马斯·
林柯和瑞典机器人谷副总经理阿
达姆。

郑栅洁对客人们来甬考察表
示欢迎。他说，宁波地理位置
好、港航实力强、区域辐射条件
好，是中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
基地，当前正在积极培育 2 个
万亿级、4 个五千亿级、6 个千
亿级现代产业集群，并在此基
础上全力做大会议展览等生产
性服务业规模，形成先进制造
业与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
的高质量发展格局。德国和瑞
典 的 高 端 制 造 业 优 势 比 较 突
出 ， 可 以 在 机 器 人 、 人 工 智
能、智能制造、工业软件、工
业展览以及科技人才培训等方
面与宁波开展广泛合作。欢迎德
国汉诺威会展科技研究院深入考
察了解宁波，尽快确定投资项
目。希望瑞典机器人谷抓紧与宁

波有关方面进行磋商，加快推进在
甬项目建设，尽早取得实实在在的
合作成果。

托马斯·林柯和阿达姆表示，
宁波强大的港航实力、繁荣的市场
经济、优美的城市环境、良好的营
商环境，使我们坚定了投资宁波的
信心，下一步将把宁波当作投资中
国的主要目的地，开展机器人、智
能装备、智能制造、工业软件、工
业展览等领域的合作，争取实现更
大的共同利益。

据悉，德国汉诺威会展科技研
究院是汉诺威会展集团与德国大众
共同设立的会展科技研究院，具有
强大的技术研发支持能力和丰富的
科技成果转化经验，拟在余姚设立
分院，引进机器人、人工智能等科
研机构。瑞典机器人谷是由瑞典政
府、机器人领域知名企业以及当地
大学共同设立，目前正与我市合作
建设“东方机器人谷”，打造一条
以创新互联为核心的全球智能机器
人产业生态链。

施惠芳、陈炳荣参加会见。

郑栅洁会见德国瑞典客人

本报讯 （记者朱宇 徐展新）
昨日下午，由市委书记胡海峰率领
的丽水市党政代表团来甬考察。省
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郑栅洁与
代表团一行座谈，共商打造山海协
作工程升级版。

宁波市领导裘东耀、余红艺、杨
戌标、施惠芳、李关定及张良才，丽
水市领导吴晓东、虞红鸣、陈瑞商、
杜兴林、徐光文等参加座谈。

郑栅洁说，本月上旬，宁波市
党政代表团到丽水学习考察，丽水
各方面事业发展欣欣向荣、蒸蒸日

上，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丽水
的生态环境特别美，绿色发展的态
势特别好，乡村振兴的标准特别
高，干部群众的干劲特别足，这些
都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时隔
20 多天，丽水市党政代表团就回
访宁波，充分体现了丽水对山海协
作工程的高度重视。宁波与丽水的
山海协作潜力大、前景广，我们将
按照省委“聚力打造山海协作工程
升级版”的要求，抓紧落实前不久
双方签订的 27 个合作协议，一项
一项扎实推进，确保产业合作、民

生帮扶、干部人才交流等达到预期
成效。在此基础上，坚持把有为政
府和有效市场结合起来，立足宁波
的开放、港口、市场、渠道优势和
丽水的生态、资源优势，进一步拓
展合作领域、深化合作内涵，共同
打造山海协作工程升级版。

胡海峰感谢宁波长期以来对丽
水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支持和帮
助。他说，丽水是典型的山区城市，
宁波是现代化的国际港口城市，双
方携手开展山海协作，为丽水开放
发展打造了新引擎、搭建了新平台。

特别是本月初宁波市党政代表团赴
丽水考察调研，与丽水签订了 27个
合作协议，开辟了两地山海协作的
新境界，生动体现了两地精诚合作、
互利共赢的友好关系。希望双方全
面加强平台建设、项目帮扶和干部
挂职交流等重点工作，不断创造山
海协作的好经验、好做法，共同打造
山更高、海更阔的灿烂前景，为全
省山海协作提供示范和样板。

在甬期间，丽水市党政代表团
将深入宁波杭州湾新区、余姚、梅
山、宁波舟山港等地考察交流。

丽水市党政代表团来甬考察
郑栅洁与胡海峰共商打造山海协作工程升级版

记者 张 燕
通讯员 潘慧敏 应刘娜

〚事件〛
2014 年 5 月 30 日，宁波轨道

交通 1号线一期开通试运营，宁波
进入地铁时代

“蹬自行车蹬酸腿，丈母娘端
出糖串蛋要给我补补。”回想起 40
年前陪新婚妻子从市区回北仑霞浦
娘家的一幕，72 岁的姚大伯忍不
住笑了。“没想到眼睛一眨，现在
这么方便，坐地铁 50 多分钟就到
了。不是高峰时段，老年人坐车还
免费呢。”

地铁一路穿梭，让城市生出

“跨三江、连三片、沿三轴”的大
气魄。姚大伯坐在地铁上“眼睛一
眨”，把数十年的光阴“眨”到了
眼前。

公交车通到四明山

姚 大 伯 记 得 ， 1956 年 2 月 6
日，在欢呼声和锣鼓声中，一辆披
挂红花绶带的老福特客车由当时的
永宁桥缓缓驶向了庄桥火车站……
这是宁波首条公交线路。

数据显示，1978 年全市只有
17 条公交线路，总长 158.8 公里，
全年客运量不到 4000 万人次。而
改革开放 40 年后的今天，我市有
公交线路 1200 余条，线路总运营

里程超过 2.2 万公里，日运送乘客
160万人次以上。

“听以前的老师傅讲，那时候
宁波马路远没有现在宽，车辆也不
多，公交车可威风啦。”市公交永
安公司政工科科长吴燕云记得，她
1990 年高中毕业就去报名当公交
车售票员，这个职业在当时和营业
员一样风光。每每想起当年售票时
和乘客亲如一家人的情景，吴燕云
总感慨世事变迁：“后来，公交车
上不再有售票员，从无人售票到刷
卡售票，现在还能刷手机支付了。”

售票方式的变化，只是公共交
通发展的一个侧面。近年来，宁波
大手笔创建国家公交都市示范城
市，多维度提升公交出行吸引力。

姚大伯感受最深的，就是公交线路
越来越多，出行越来越方便了。

“基本上转一次公交车就可以到市
区各地，假日还有登山线、杨梅采
摘线等特色公交线路。”

曾经只属于城市的公交车，随
着城乡客运一体化改造，不断通到
农村。东方巴士公司的高金国是土
生土长的姜山人，他说：“小时候
逢年过节跟着父母去瞻岐、咸祥一
带走亲戚，坐车乘渡船，加上步
行，一早出门，能赶上午饭就不错
了。”如今，别说这些乡镇，就是
四明山区，也实现了村村通班车。
据市客管局统计，全市有 260余条
公交线路涉及山区道路，月均运送
城乡居民近400万人次。

地铁架起交通大动脉

改革开放推动公共交通的车轮
滚滚向前。2014 年 5 月 30 日，宁
波轨道交通 1 号线一期开通试运
营，宁波进入地铁时代。

市轨道交通集团副总经理张付
林介绍，其实，早在1995年，我市
就启动了地铁线网的初步方案研究，
那是宁波人最初的地铁梦想。2009
年6月26日，1号线一期开工。数万
名建设者投入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重
大工程，创造了风驰电掣的“地铁速
度”。

十年来，张付林深刻感受到市民
对地铁态度的变化。【下转第6版③】

公交都市车轮滚滚

记者 张昊

“红色好声音”如何传扬？在
宁波，1.3 万名普通党员满怀赤忱
走上讲台，用每年 3200 多场微型
党课告诉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四明大地家喻户
晓、深入人心；

文明的风尚如何传承？在宁
波 ， 12 万 名 各 级 各 类 “ 道 德 模
范”“身边好人”和众多爱心市
民，用无数解人之困、急人之难的
爱心善举告诉你“爱心宁波·尚德
甬城”无穷的精神魅力；

城市的动人故事如何传播？在
宁波，拥有 200万粉丝的“宁波发
布”双微和“感知宁波”国际新媒
体传播平台，用直抵人心的宁波故
事，告诉你日新月异的东方港城焕
发的迷人风采。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市宣传思
想文化战线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守正创
新，奋勇争先，熔铸坚实的精神支
柱，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
凝聚力和引领力，为实现“两个高
水平”、建设“名城名都”提供了
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思想领航，“中国道
路”更加认同

“从引领改革潮到引航中国
梦，之江大地在‘红船精神’滋养
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夜幕降临，象山县前岙村文化礼堂
内灯火通明。台上，该县“红船精

神”微型党课宣讲团成员史钱伟讲
得激情满怀；台下，百余名党员群
众听得津津有味。

百姓喜闻乐见、形式新颖的宣
讲，诠释着信仰的力量，触动灵魂。
我市紧紧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推出面向基
层的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的宣讲
活动。市、区县（市）和乡镇（街道）三
个层面共组建 399 支宣讲队伍。十
九大以来，全市各级集中组织开展
主题宣讲活动 5400余场次，受众超
过 60万人次。在我市基层发源的理
论宣传品牌“微型党课”，走向全国。
近年来，1.3万多名普通党员走上讲
台，受众达150万人次。

理论新视野，激发思想新活
力。创建“一带一路”综合试验区、

“中国制造 2025”、“最多跑一次改
革”等重大课题理论研究，产生一大
批重要学术成果，2017 年，市哲
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立项 149 项。
扎实推进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建
及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
究中心建设，2016 年以来宁大马
克思主义学院获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2 项、国家后期资助项目 3 项、省
部级项目 6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
科在全国的排名逐步提升。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
装就跟进一步。在市委示范带动
下，全市各级党委 （党组） 理论中
心组学习在创新中提升，通过专题
学习、“宁波论坛”、交流研讨等形
式，争做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排头
兵，让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指导实

践的强大思想武器，在甬城焕发源
源不竭的实践伟力。

舆论鼓劲，“宁波故
事”更加闪亮

“丝路繁花”中国非遗创新
展、“十二香黛”旗袍艺术秀、“交
响与辉映”宁波交响乐团交流演出
…… 今 年 中 秋 ， 2018 中 国 （宁
波） 文化周在位于保加利亚的索非
亚中国文化中心拉开帷幕。这家由
宁波和文化部共建的文化中心，成
为我市首个国家级海外文化传播平
台。更具创造力、感召力的对外宣
传，让宁波的城市形象更加立体。
宁波元素、宁波经验、宁波典型，
一次次在中国乃至世界的舞台精彩
亮相。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和省级
主流媒体每年刊播涉及宁波的报道
2.6万篇 （条），海外华文媒体“聚
焦宁波”“感知宁波”国际新媒体
传播平台建立，使我市对外传播渠
道和话语体系更加完善，“宁波故
事”更加精彩动人。

让主旋律更嘹亮、正能量更强
劲，宁波的舆论阵地生机勃发，

“宁波声音”更加嘹亮。市级媒体
持续推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两个一百年’展望”
专题专栏，展现十九大精神在宁波
的生动实践；“六争攻坚 三年攀
高”、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特别报
道“潮涌东海岸”等主题策划报
道，触摸中国梦的时代脉搏。我市
抢占融合发展制高点，宁波日报报

业集团“中央厨房”融媒体中心技
术平台启用，宁波广电集团“直播
宁波”全媒体矩阵等融媒体项目有
序推进，让党的新闻阵地不断巩固
壮大。

强化舆论引导，共筑网上网下
同心圆。我市三级新闻发布机制不
断健全，“宁波发布”双微粉丝量
达 200万，政务“双微”矩阵更加
强大；中国网络媒体论坛在我市举
行，“宁波，常有新变化”等议题
的推送阅读量超 10 亿人次，网络
空间向上向善的力量不断聚合，新
闻舆论社会舆论并驾齐驱，党心民
心同频共振。

文明铸魂，“价值灯
塔”更加耀眼

金秋时节，丹桂飘香，中国好人
如璀璨群星会聚甬城。由中央文明
办主办的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
现场交流活动今年9月在我市举行，
现场还发布了9月中国好人榜。宁波
涌现的 9名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
获得者、15名浙江省道德模范、76名
中国好人、12万名各级各类“身边好
人”和无数崇德向善、明德惟馨爱心
市民一起，铸造了一座充满生机与
活力的文明之都、德善之城。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市着眼弘
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群众
性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丰硕成果。宁
波连续第五次捧起“全国文明城
市”奖牌，这块闪烁着文明之光的
城市瑰宝，再次放射出夺目光彩。

【下转第6版①】

东海潮起踏歌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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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冯瑄 通讯员 赵鹏程

延边州安图县的明长公路两
侧，早已稻花飘香。这是通往吉林
长白山景区的必经之路。依托长白
山的旅游优势，近些年，有“朝鲜族
第一村”之称的沿线万宝镇红旗村
大力发展民俗旅游业。一大早，78
岁的朝鲜族村民权永景送走了 4
位游客，老伴邱阿麦把暖烘烘的地
炕打扫干净，“以往游客大多不过
夜，即便住宿，也顶多住一晚”。

游客的停留时间短暂，一度成
为红旗村旅游发展的“绊脚石”。今
年，借东西部扶贫协作东风，宁波援
建资金投入650万元，助力万宝镇
打造民俗旅游扶贫项目。

“旅游兴州”是延边州推进

高质量发展的主战略。“东西部扶
贫协作要主动融入对口帮扶地区发
展大局、服务中心工作，在实现高
质量帮扶的同时，要为当地长远发
展注入强劲动能。”宁波驻延边帮扶
工作队领队娄国闻说。在今年援建
的 79个帮扶项目中，涉及旅游兴州
的就有 10 个。与此同时，越来越多
的宁波资本开始支持参与和龙冰雪
金达莱旅游、长白山雁鸣湖国际康
养旅游度假、长白山森工集团森林
旅游等重大旅游项目建设。

万宝镇民俗旅游扶贫项目正是
其中一个。走进红旗村，记者看
到，“观景台”“连心亭”“民俗文
化长廊”正加快建设。“宁波与延
边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为我们旅
游景区的加快建设和升级带来了
千载难逢的机遇。”万宝镇镇长闫
久龙言语激动。待该项目全部建
成，可带动全镇 17 个村 854 户、
1665 名贫困人口年人均增收超过
200元。 【下转第6版②】

旅游兴州，
海兰江畔再添“宁波力量”
——宁波对口帮扶延边州见闻（中）

五个国家级开发区引领开五个国家级开发区引领开
发大格局发大格局

北仑：聚焦“四个最前列”
勇立潮头不止步

添添““福利福利””，，建专业成长体系建专业成长体系

甬城2.4万名班主任
将拥有更多职业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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