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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易鹤） 昨日上
午，宁波与世界银行合作城市固
废管理与低碳建筑研讨会举行，
市委副书记、市长裘东耀在开幕
式上致辞。

裘东耀在致辞时说，近年
来，宁波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深入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坚定
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
路，全面广泛与世界银行开展项
目合作，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
会和生态环境效益。当前，宁
波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
段，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
求日益增长。我们将与世界银
行推进更高层次、更深程度的
合作，特别是进一步从引资、
引智转向引理念，深入构建以
推动创新为核心的新型合作关
系，拓展双方在机制创新、人才
培养、技术引进等方面的合作。
希望与会专家朋友们在宁波多走
走看看，对宁波的改革发展和生
态文明建设多提宝贵意见，与我

们携手开辟务实合作、共赢发展新
篇章。

开幕式上，裘东耀见证了宁波
市有机废弃物处理技术重点实验室
框架协议签约，并为固废处置园区
三家项目公司揭牌。

据悉，近年来，世界银行与我
市在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现代
产业发展、社会事业提升等方面开
展了全方位的合作，累计实施项目
22 个，贷款 （赠款） 达 18.3 亿美
元。此次研讨会期间，与会专家结
合宁波推进城镇生活废弃物收集循
环利用示范项目、低碳城市建筑节
能和再生能源建筑示范项目、中国
城市生活垃圾环境综合管理项目宁
波子项目的具体实践，围绕新时期
如何在城市固废管理与低碳建筑建
设方面加强开放合作和机制创新、
落实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推进可持续发展，展开多场
主题发言和高峰对话。

张良才出席开幕式。世界银
行、国家相关部委司局及有关单位
的负责人或代表参加研讨会。

宁波与世界银行合作城市
固废管理与低碳建筑研讨会举行
裘东耀致辞

本报讯（记者余建文 奉化
记者站黄成峰 严世君） 昨晚，
雪窦山龙华广场宾客云集，2018
中国 （奉化） 雪窦山弥勒文化节
暨露天弥勒大佛落成十周年感恩
庆典在此举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隆国强、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李卫宁、市政协主席杨戌标出
席庆典活动。

十年来，奉化软、硬两手
抓，加速推进雪窦山名山建设，
打造宁波“名城名都”新文化地
标，成果丰硕。名山建设纳入宁波

“六争攻坚”重点建设项目，各类
项目累计完成投资近 14亿元，浙
江佛学院总部建成并招生，弥勒
圣坛、永平寺等弥勒文化园核心
项目建设平稳推进，山城湖寺联
动发展的“大名山”格局显现。

今年，弥勒文化节迎来了第
十一个年头。伴随着一年一度节

庆盛会，弥勒文化逐渐走向全球，
成为沟通海内外的文化使者，传播
中国声音，带动奉化“全域旅游”
大发展。目前，雪窦山已与 50 多
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弥勒文化互访交
流。去年，奉化国内外游客突破
20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 172
亿元。

本届弥勒文化节紧扣“感恩·
十年”主题，以一场别具特色的音
乐盛典开启大幕，叙述名山建设十
年历程。五台山、峨眉山、普陀
山、九华山四大名山佛协发来贺
信，齐贺盛会开幕。宗教、文化界
代表人士出席了开幕式。

又讯 昨天下午，溪口雪窦山
名山建设推介会举行，溪口历史文
化 名 镇 等 12 个 重 大 项 目 集 中 签
约，投资总额超 160亿元，涵盖古
镇开发、网络安全、旅游开发、生
物科技等领域，加速推进名山建
设，美丽溪口品质再提升。

2018雪窦山弥勒文化节开幕

舆论监督，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新闻媒体要直面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直面社会丑恶现象，激浊扬清、针砭时弊。”宁波日报报网
将发挥融媒体优势，在做好正面报道的同时，通过本报和中国宁波
网、甬派三端发力，针对社会热点、难点、焦点问题和群众天天有感
的“民生小事”，积极开展建设性的舆论监督，推动相关部门改进工
作、完善制度，进一步凝聚改革发展的强大合力。敬请关注“监督
在线”栏目，并及时为我们提供报料。

开栏的话

今天是第 28 个全国消
防宣传日，今年的主题是

“全民参与，防治火灾”。昨
天上午，我市消防部门在东
部银泰城举行演练及宣传活
动，“不忘初心再出发”。今
年以来，消防部门接警 16
万多起，有效出警 1.5 万多
起。

图为被誉为最美“逆行
者”的消防员全副武装上
场。

（王晓峰 颜杰 摄）

最
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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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

本报讯（记者张昊） 昨天，我
市新闻界举行报告会庆祝第十九个
中国记者节。

今年以来，全市各级各类新闻
媒体和广大新闻工作者深入学习宣
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树立

“四个意识”，践行“四向四做”，
为“六争攻坚、三年攀高”行动提
供了有力舆论支持，涌现了一大批
精品力作，我市共有 5件作品获第
二十八届中国新闻奖，39 件作品
获2017年度浙江新闻奖。

中央媒体驻甬机构和市、县媒
体的新闻工作者代表在会上交流发
言。大家围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结合自身工作经历，
讲述锤炼好脚力、眼力、脑力、笔
力，争做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
者的体会，展现了新时代新闻工作
者的新形象新作为。

会议强调，全市新闻舆论战线
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坚持准确领会，坚持全面深
入，坚持结合实际，真正做到融会贯
通、学深悟透。全市广大新闻工作者
要深刻思考新闻舆论工作面临的新
形势新任务， 【下转第5版①】

我市新闻界庆祝
第十九个中国记者节

本报记者

机动车尾气排放检测，竟有
人大玩猫腻；小区污水四溢，居
民臭到不敢开窗；汽车轮毂厂，
散发刺鼻气味……

昨天，本报、中国宁波网和甬
派记者合力出击，兵分三路，对群
众反映较多的一些民生问题，特别
是百姓反映较为强烈的问题实地调

查，公开曝光。

第一路暗访调查
给付 240 元“行业

价”，包过“尾气安检”

对于车龄超过 6 年的私家车，
“年检”是规定动作。但毕竟是一
年一次，不少私家车车主对年检流
程比较陌生，遇到诸如“尾气不达
标”等常见问题，有些车主就会不
知所措。

这个时候，“黄牛”出现了。

他们非常热心，而且看上去非常专
业，一套操作下来只需几十分钟，
就能确保车子检测顺利过关。

昨天，记者根据车主报料，前
往海曙区鄞县大道古林段的市机动
车第三检测站，调查“黄牛”大行
其道的机动车年检乱象。

记者的车辆刚行驶至检测站路
口，两三个“黄牛”模样的人就围
了上来。

“是来年检的吧，车龄几年
了？”在告知该车辆“刚满 6 年，
担心尾气有点问题”后，一名中年
男子当即打起包票：“我这里 240
元，只需要给里面的人打个招呼，

‘尾气安检’就可以过，40多分钟
就能通过安检。”“只需给车子拍
照，发到一个微信群里就可以了。”

拍完照后，这名男子给记者看
了一眼他发照片的微信群。记者发
现，这个群里只有 5人，还有几张
其他车辆的照片，男子说这主要是
让“里面的人”识别车辆用的。

“现在生意不错，都是老客户
提前预约。”该男子说，240 元是

“行业价”，有些检测站还要贵一
些，要收费300多元。

记者以价格太高为由拒绝了该
男子。

不久，另一名身着“特勤”字
样制服的男子走了过来，问是否需
要检测，他能帮忙介绍。这名男子
称他是保安，“如果要‘黄牛’，我
可以帮你们叫一个，你们可以面对
面谈价钱。”

在检测站出口处，记者看到，
路边停着五六辆机动车，有私家
车、大货车、面包车，一名男子正
往一辆黑色轿车后部喷着什么。

现场一位姓苗的女子向记者解
释，她们一般会对车辆的三元催化
进行处理。为了进一步打消记者的

顾虑，边上一人说，因为有“内
应”，普通的问题都能解决，实在
解决不了的，会用“药剂”来解
决。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车主表
示，他曾通过“黄牛”解决汽车尾
气问题。当时，“黄牛”把洗碗用
的清洁球塞进排气管，然后开着他
的车进入检测站检测，中间的过程
他并不了解，送检的不合格车辆，
经过清洁球和“黄牛”，就合格了。

记者发现，就在检测站的入口
处，张贴着“不要轻信‘黄牛’”
的提醒，但这并不妨碍“黄牛”堂
而皇之地揽客，用他们特殊的“治
理”手段，使尾气超标车顺利完成
年检。

有关专家表示，“黄牛”的诸
多“解决方案”，只能让排放不达
标车辆暂时“骗过检测线”。

“一辆尾气超标汽油车的治理
成本约 1000 元，柴油车则要两三
万元，‘黄牛’几百元就能处理好
尾气超标，都是骗车主和检测站
的。”宁波行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吴波说，黄牛所谓的“清洗

液”，其实是用在汽油车油箱里的甲
醇，有些国家是禁用的，而在我国，
虽未被禁用，但用量的掌握十分关
键，配比超过15%将会对车子有质的
损坏。

吴波说，“黄牛”说的“三元催
化药剂”属于贵金属药剂，高成本的
特性决定了“黄牛”只可能在加注中

“蜻蜓点水”，起不到长效作用。
业内人士怀疑，用这种显然是

“作弊”的手段“骗过检测线”，不排
除其背后可能存在灰色交易和利益输
送。

第二路暗访调查
臭到不敢开窗，污水外

溢求助多部门无果

“高新区欧宝花苑的地下污水池
一直外溢，每天臭气冲天，业主生活
受到严重影响。业委会、物业没能力
处理，跟社区、街道、城管、环保等
多个部门均反映过，一直没有人出面
协调解决。”

这是高新区欧宝花苑业主给甬派
的留言， 【下转第5版②】

“给里面打个招呼，尾气检测就能过关”
市机动车第三检测站重重乱象令人惊；欧宝花苑污水外溢多方求助无人管……

本报讯（记者包凌雁） 习近平
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
讲话发表以后，我市各级部门迅速
行动，深入基层一线，倾听企业呼
声，推出帮扶举措。市发改委负责
人昨日表示，下一步将在产业布局
引领上发好力，引导民企抢抓长三
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重大机
遇，深度参与重点区域的产业发
展。抓紧排出一批项目，公开向社
会推介。健全民间投资综合配套政

策，规范有序推进PPP模式。
今年以来，市发改委高起点谋

划了前湾新区、甬江科创大走廊、融
入长三角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研
究制定了产业布局引导规划。下一
步，市发改委将在产业引领上为企
业拓展创新转型平台空间，引导民
企抢抓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
略的重大机遇，深度参与重点区域
的产业发展。围绕相关政策抓落实
抓统筹，及时推动落地落细落实，增

强民企获得感。围绕重点平台抓优
化提升，高标准推进产业集聚区、特
色小镇等创新平台建设，鼓励统筹
招商流转，打造特色产业链、生态
链，吸引更多民营企业参与。

民间投资一直是重大产业项目
主力军，市发改委将继续做好服务
和保障工作。重点破解民间投资中
基础设施、产业投资比重低的矛盾，
在审批服务上提速增效，不断健全
政府定标准、企业做承诺、事中事后
强监管的企业项目管理新机制。目
前，市发改委正在抓紧梳理排摸一
批民间投资项目，优先列入市级重
大前期、重点工程和省市县长项目，
排出一些项目公开向社会推介。

市发改委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

牵头部门，也是部分改革试点具体
实施部门。市发改委将重点落实数
字政府建设、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民
营企业稳定发展等改革和政策举
措，争取在数字发改建设、项目审批
提速、“负面清单”落实、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等方面取得新的突破，不断
完善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为
民营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市发改委主任胡奎表示，市发
改委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充分发挥综合经济部门的
优势，积极履行宏观谋划、项目服
务、改革创新等职能，在助推民营
经济高质量发展上积极有为、精准
发力，推动民营企业释放创新活
力，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精准发力助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市发改委：积极有为多措并举，鼓励民企深度参与区域产业发展，
规范有序推进PPP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