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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年弹指一挥间，40 年铿锵
踏浪行。

40 年间，宁波地区生产总值
由 20亿元起步，以年均 13.2%的速
度增长，今年将突破万亿元。

40 年间，宁波人均生产总值由
437元增加到 124017元，放眼全球，
已经达到中上等发达国家水平。

40 年间，宁波的财政总收入从
4.97 亿元增加到 2415.8 亿元，增长
486倍，今年将顺利突破2500亿元。

一组组数字，恰似一根根时光
之弦，奏响了 40 年来城市发展波
澜壮阔的乐章。

宁波，以全国 0.1%的土地面
积 ， 创 造 了 全 国 1.2% 的 生 产 总
值、1.4%的财政收入。一个脱胎于
江南商埠的小城，经历改革开放
40 年洗礼，正以豪迈自信的姿态
崛起于祖国的东海之滨。

昨日下午，在全球唯一的10亿
吨级超级大港口宁波舟山港，桥吊
司机郑孜像往常一样开始装卸作
业，吊具轻松一抓一放间，一分钟
内，便将60吨煤炭从船上送到岸上。

30 年前，就在同一个码头，
他的父亲郑学义从事着同样的工
作。不同的是，60 吨货物的装卸，

郑学义肩扛手挑可能需要用上几个
月时间。

港口是宁波最大的资源。
港口不但改变了郑学义父子的

命运，也成为宁波这座城市天翻地
覆变化的最大引擎。

依托港口，历届市委市政府一
任接着一任干，带领全市人民不断
描绘和实现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的
宏伟蓝图，从首批沿海开放城市到
计划单列市，再到“长三角南翼经济
中心”，宁波城市能级不断提升。

依托港口，宁波临港产业带快
速崛起，石化、能源、汽车等临港
工 业 区 绵 延 20 多 公 里 ， 国 际 物
流、航运交易、金融保险等生产性
服务业异军突起。

开放是宁波最大的优势。
从开发区、保税区到创建国家

“ 一 带 一 路 ” 建 设 综 合 试 验 区 、
16+1 经贸合作示范区，宁波抓住
了国家对外开放每一次重大机遇，
不断丰富对外开放的形式和内容，
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

开放带来了全球化的视野。40
年来，宁波企业千军万马闯荡国际
市场，带动城市经济与世界经济交
汇交融。宁波与 220多个国家和地
区建立了投资贸易关系，成为浙江

省首个、全国第 8个进出口总额超
千亿美元的城市。

改革开放也是宁波民营企业一
部恢宏的创业创新史。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返城
知青李如成创办了青春服装厂；年
近不惑的会计应秀珍背着样品南下
广交会摆摊吆喝；已近耳顺的茅理
翔第二次创业，一心想造出中国高
端厨电……

到 2017 年，宁波的民营经济
已经贡献了全市 63％的地区生产
总值、88％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有 17 家民营企业跻身中国民营企
业 500强。按常住人口计算，平均
每 10 个宁波人中就有一个老板，
每26个人就有一家民营企业。

但是，改革开放从来就不是一
帆风顺的，经济发展也经常会面临
激流险滩。亚洲金融风暴、国际金
融危机……每一次危机和考验都是
成长的“阵痛”，让宁波更加理性
地审视自身的优势和不足，拉高标
杆，培育新动能，努力走在高质量
发展前列。

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
力。宁波新材料科技城、宁波国际
海洋生态科技城、国家高新区、杭
州湾新区……一个个创新平台加速
崛起，一个个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今年年初，宁波温州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正式获批，宁波将充分发挥
区位优势、民营经济优势和开放优
势，先行先试，努力建设科技体制
改革试验区、创新创业生态优化示
范区、对外开放合作先导区、城市
群协同创新样板区、产业创新升级

引领区。
激发创新动力，离不开高校和

科研院所的支撑。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来了，大连理工大学来了，上海
交通大学来了……今年以来，宁波
与国内外一大批著名高校开启战略
合作，共同建设重大科研平台，汇
聚全球高层次人才，推进重大成果
转化。

今年前三季度，宁波人才净流
入率达9.2%，居全国城市第二位。

各种创新要素加速汇集，才能
为产业发展提供澎湃动力。作为首
个“中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
市，宁波正在 8个千亿级优势产业

集群的基础上，谋划建设 2个万亿
级产业集群、4个五千亿级产业集
群、6个千亿级产业集群，以智能
经济为引领，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
体系，信心满满地代表中国制造走
向国际。

这两天，四明山初雪飞舞，召
唤着一拨拨游人进山赏雪。突然涌
入的客人让杖锡镇开民宿的老农鲁
根水“招架不住”。随着乡村振兴
战略的推进，广大农村释放出空前
巨大的发展动能。

作为长三角城市群的重要组成
部分，宁波正在积极对接融入“一
带一路”建设、长三角一体化、浙

江大湾区大花园大通道大都市区建
设，努力拓展城市空间、完善城市功
能、提升城市品质，重新构筑“拥江
揽湖滨海”的城市发展格局。

时光荏苒，40 年悄然流逝；变
化无声，待回望已换新颜。

站在新起点，唯有锐意进取、乘
势而上，踏上新时代的追梦新征程。
宁波将继续以“六争攻坚、三年攀
高”行动作为推进“八八战略”再深
化、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实践载体，在
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奋勇奔跑。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书写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宁波篇
章，我们再出发！

步 履 铿 锵 踏 浪 行步 履 铿 锵 踏 浪 行
——改革开放40年宁波实践之经济篇

晨曦中的宁波国家高新区一景。 （严龙 摄）

本报讯 （本报通讯员） 12
月 7日，第四届丝路国际论坛在
法国巴黎举行。市委副书记、市
长裘东耀应邀出席会议，并发表
了题为《共同打造城市发展和文
化交流新格局》的演讲，赢得与
会者的一致好评。

裘东耀向与会者详细介绍了
宁波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指
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后，宁波弘扬“和平合作、开放
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
丝路精神，在全国率先谋划打造

“一带一路”建设综合试验区，
努力建设“一带一路”港航物流

中心、投资贸易便利化先行区、产
业科技合作引领区、金融保险服务
示范区和人文交流门户区。围绕打
造“一带一路”建设综合试验区，
我市以港口资源为依托，加快构筑
国际物流大通道；以商贸平台为窗
口，深入推进国际经贸大合作，搭
建合作平台，发展国际贸易，深化
双向投资合作；以丝路文化为媒
介，扎实开展城市人文大交流，大
力引进来，加快走出去。

裘东耀同全体与会者分享了宁
波围绕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
进与各国各地区在互联互通和合作
共赢发展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并提

出了共同打造城市发展和文化交流
新格局的三点建议。一是增加互信
度，坚持包容互信、交融互鉴、互
利共赢，加强全方位、多层次、宽
领域的合作，共享“一带一路”建
设新机遇。二是构建新机制，敞开
胸怀、深度对接，共商合作大计、
共建一流环境、共享发展经验，画
好 共 建 “ 一 带 一 路 ” 的 “ 工 笔
画”。三是扩大朋友圈，真心相
待、携手并肩，为“一带一路”倡
议助推城市发展和造福城市人民作
出积极探索。

裘东耀表示，宁波站在了改革
开放 40 周年的新起点上，愿与各

城市一道，以共建“一带一路”为
契机，共谱交流交往交融的新篇
章，共创城市繁荣、人民幸福的新
未来。

第四届丝路国际论坛由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联合经合组织发展中
心、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及国际关
系和可持续发展中心共同主办，中
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与中国发展研
究基金会承办。本届论坛以“共建

‘一带一路’：促进全球可持续发
展”为主题，围绕“一带一路”与
开放型世界经济、绿色低碳发展、
新一轮科技革命以及包容性发展等
议题进行研讨。

裘东耀在巴黎举行的第四届丝路国际论坛上发表演讲

共同打造城市发展和文化交流新格局
本报讯（记者殷聪 通讯员刘

丹妮 方水达） 昨日，2018 中国
创新设计大会暨好设计颁奖仪式在
和丰创意广场举行。中科院宁波材
料所的“新型油水分离材料与应
用”、宁波工程学院的“探囊取
果”多功能柑橘高枝剪分别获得
2018好设计银奖与创意奖。

潘云鹤、钟志华、徐志磊、闻
邦椿、王玉明、谭建荣、段宝岩、
丁文华、吴志强、顾佩华等 10 位
院士到会。活动中，钟志华发表主
旨演讲，吴志强、顾佩华围绕“创
新设计甬动未来”，讲解了创新设
计促进宁波民营企业发展的成功案
例。

据 介 绍 ， 好 设 计 奖 创 立 于
2015 年，由路甬祥院士发起，潘
云鹤院士领衔。3年多来，该奖项
通过推荐创新设计好设计案例，
多角度、全方位地解读了创新设
计的本质，挖掘和培育了一大批
优秀创新设计项目，为中国制造向
中国创造转变提供了大量的优质

“燃料”。
2018 中国创新设计大会评出

10 个好设计金奖、20 个银奖、40
个创意奖、3个最具网络人气奖以
及6个优秀组织奖。

我市有两个项目获奖。其中，
中科院宁波材料所的“新型油水分
离材料与应用”获得好设计银奖。
新型油水分离材料主要应用于溢油
应急及含油 （乳化油） 废水处理，
在溢油事故发生时，该产品可高
效、快速分离油和水，每小时可处
理 1 万余平方米水面薄油层污染
物。

宁波工程学院的“探囊取果”
多功能柑橘高枝剪获得创意奖。该
产品可调节伸缩杆长度，改变剪切
头角度，适应不同高度和朝向的果
品采摘，并实现无伤收集。

活动中，中国好设计宁波中心
落户和丰创意广场。该中心将利用
中国创新设计产业战略联盟的专
家、产业、金融等资源，为我市制
造业企业创新设计搭建平台。

2018中国创新设计大会在甬举行

我市两个项目获评好设计奖

本报讯（记者朱军备 通讯员
陈芳） 象山西周上张村正加快推进
水库移民地块改造，将整理出 70
余亩土地，打造象西风景线上的一
景；奉化西邬金鹅村一处高山移民
村“退宅还田”，42 亩土地上已

“长”出精品花木和无公害蔬菜；
镇海九龙湖废弃矿地正在平整首期
100 余亩土地，将打造高端休闲养
生小镇……记者从市国土资源局获
悉，今年以来，全市共启动全域土
地整治项目工程 15 个，涉及建制
村 75 个，总投资额 55 亿元。预计
工 程 完 成 后 ， 可 垦 造 耕 地 3980
亩，旱地改水田 2230 亩，建设用
地复垦 1750 亩，建设高标准农田
35400亩，整治矿山1680亩。

作为今年乡村振兴工作的主
要任务之一，我市在坚守耕地红
线的前提下，将闲置的矿山、荒
芜的旧宅基地等变废为宝、变闲

为活，提高土地利用效益；通过
对 山 水 林 田 湖 草 全 要 素 综 合 整
治，对高标准农田进行连片提质
建设，对存量建设用地进行集中
盘活挂钩，对新农村和产业融合
发展用地进行集约精准保障，实
现生态环境保护、耕地保护、新农
村建设齐头并进。

余姚市梁弄镇的横坎头等 13
个村今年 3 月启动土地综合整治，
整治面积 8808 亩，已取得初步成
效。象山方里溪村将一处废弃的轧
米厂拆除，用来打造高端民宿，提
升了村貌环境，每年还有一笔租金
收入。镇海对九龙湖镇的余汶线沿
线废弃矿山进行综合治理，实施高
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特色农业旅游
开发等，项目竣工后可垦造耕地约
550 亩 （水田），实施高标准农田
建设约 1000 亩，整理出建设用地
约430亩。

为乡村振兴开拓发展空间

宁波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本报讯 （记者厉晓杭 通
讯员虞南） 从 12 月 8 日下午开
始，我市大部分地区出现雨夹雪
或雪，北部慈溪和余姚积雪 1厘
米至 5厘米，中北部高海拔山区
积雪2厘米至11厘米，其中慈溪

五磊寺 11 厘米，达蓬山 10 厘米。
昨天，市区最高气温仅 2.7℃，最
低气温0.7℃。

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受强
冷空气影响，10 日至 12 日，我国
中东部地区气温仍持续偏低。最

低气温 0℃线位于江南北部至贵州
中部一带，江淮、江汉、贵州中
北部、江南北部最低气温为-3℃
至-1℃。

根据我市气象部门预报，今
明两天全市阴有小到中雨，阴雨
天气将持续到 11 日。12 日到 13 日
多云，14 日后再次转阴雨天气。
今天气温小幅回升，最高气温升
至 10℃左右，11 日和 16 日受两次
冷空气影响，气温将有所下降。

市区昨最低气温0.7℃
今明两天阴雨持续

本报讯（记者张燕） 前天下
午以来，我市大部分地区出现雨
夹雪或雪，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将
对城乡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影
响。昨天，市委办、市府办发出
紧急通知，要求全市各地各部门
高度重视、切实做好低温雨雪冰
冻天气防范应对工作。

通知指出，各地各单位要密
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对雨雪
冰冻、道路结冰等灾害性天气
防范应对工作的组织领导，完
善各类应急预案，落实各项防
范和应急处置措施，做到思想
到位、工作到位、人员到位、
措施到位。要以对人民群众高
度负责的态度，迅速行动，快速

反应，抓好落实，最大程度减少灾
害可能造成的损失，确保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确保正常生产生活
秩序。

扎实做好雨雪冰冻灾害及次生
衍生灾害防范工作。公安、交通运
输、市政等部门要全面加强交通运
输安全防范，细化和落实交通安全
管理措施。农业、林业等部门要结
合当前主要农作物苗情长势和树木
生长特点，组织做好防雪、防冰冻
和保暖工作。国土部门要进一步加
强地质灾害隐患排查，落实地质灾
害防治责任，有效防范地质灾害风
险。

确保重点场所和基础设施安全
运行。各地各有关单位要加强对幼

儿园、中小学、卫生院、敬老院、
建筑工地、简易大棚等场所的安全
检查。综合行政执法、公路等部门
要做好应急物资、装备和队伍的准
备，及时组织做好铲冰除雪等工
作。旅游部门要加强对各旅游景点
设施设备的安全管理。电力、通
信、供水、供气、消防等部门要加
强输变电、通信和供水、供气设施
的安全检查和维修。

有力维护城乡群众正常的生产
生活秩序。商务、粮食、物价、市
场监管、质监等部门要精心组织好
煤、电、油供应和粮油、肉、蛋、
菜、奶等市场保障，加大市场监管
力度，科学平抑商品物价，满足市
场需求。

市委办市府办发出紧急通知

防范应对低温雨雪冰冻天气

宁波西餐业

能否和开放度
“同频共振”

白宫“管家”年底去职

特朗普“圈内人”
今年少了谁？

第11版▶

1532名公路人
巡查万余公里路
除下横线因落石封道外，
昨天其他国道省道县道
通行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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