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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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同德国总统举行会谈
A3版

习近平致信纪念《世界人权宣言》
发表70周年座谈会

本报讯 （记者金鹭 通讯员方林平
王虎羽）“通过平台牵线，我们为新能源
汽车零部件材料问题找到了‘高性价比’
的解决方案。”昨日，浙江华朔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公布需求
后，他们获得了全国多个技术团队的响
应，最终以 320 万元购得海智材料产业创
新研究院的“轻量化镁合金精密成型”技
术，解决了难题。

企业技术需求“明码标价”，科研团
队“揭榜”破题，“科研悬赏”作为宁波
科技大市场主要服务模式，有效激发了宁

波企业的科技创新活
力。今年以来，宁波
科技大市场会同各分
市场、专业市场等服
务机构，共挖掘、撮
合对接了 584 项技术
需求，涉及“悬赏 ”

金额8.5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53%。
“需求和金额公开透明，企业需求往

往会有多个团队‘竞标’，从中择优合
作。创新团队也能快速了解企业定位，高
效匹配。”宁波科技大市场相关负责人表
示，与“先有创新点子，再寻找产业化合
作”的传统路子相比，以需求为导向的

“科研悬赏”模式大大提升了科技成果转
化效率。

为了确保技术成果有效对接，科技
大市场组织专家型技术经纪人赴企业实
地走访，分析诊断技术需求。今年走访

了 120 余家企业，对征集到的有效需求
进行实地考察与分析诊断，协助企业明
确核心技术需求，并定下合理的技术交
易 额 ， 在 线 上 平 台 、 线 下 展 馆 同 时 发
布。

在市场化驱动下，全国专家团队对
接热情高涨。“专家不仅为我们解决了需
求，更在对接洽谈过程中剖析了多个生
产方面的问题，在技术创新、产品升级
等方面给出了建议，令我们受益匪浅。”
宁波维科电池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说。

眼 下 ， 我 市 正 实 施 “ 科 技 创 新
2025”重大专项，宁波科技大市场将充分
发挥智能制造、塑料、汽配等 10 个专业
市场以及分市场、入驻机构的作用，构
建线上线下、资源共享的技术市场服务
体 系 ， 进 一 步 推 动 产 学 研 合 作 ， 加 速

“科技争投”。

“科研悬赏”激发甬企创新活力
584项技术需求涉及“悬赏”金额8.5亿元，同比增长353%

拉高标杆扬长补短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

本报讯（记者冯瑄 通讯员张珂 陈
婷） 过去每天忙于审核单证、跑码头、跑
堆场，如今轻点鼠标，就可实现对2000余
艘船舶、4800 余辆车的实时监控。昨天，
在宁波海关隶属大榭海关物流监控指挥中
心，3 名海关关员紧盯大屏幕，确保第一
时间对风险进行预警和应急处置。

大榭海关承担了宁波关区逾七成的物
流监管业务，涵盖80多公里海岸线。近年
来，依托科技手段，大榭海关全力打造

“一张网”（智慧监管系统）、“一把锁”
（安全智能锁），实现物流监管实时化、全
程化和信息化，基本做到“管得严”和

“通得快”，为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
航。

“凭借‘一张网’‘一把锁’，我们实

现了全流程的智慧监管。”大榭海关相关
负责人表示，通过移动单兵、船舶智能
识别、安全智能锁将监管区域内全部场
所，以及途经的船舶、车辆等单个监管
点编织在一张庞大的物联网上，再运用
大数据、云计算等高端技术，打破传统
监管模式，实现了对海关物流各环节无
缝监管，最大程度避免了对正常物流运
转的影响。

依靠这套智慧监管系统，大榭海关平
均通关速度缩短为 0.78小时，进口通关最
快0.44小时，走在全省前列。

在两代智能安全锁的基础上，今年 3
月，大榭海关全面投用第三代智能安全
锁。一辆装有安全智能锁的集卡车从义
乌港驶出，相关信息便实时记录在大榭

海关物流监控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4 小
时后，集卡车抵达穿山码头卡口，无须
再次停车查验，自动验封进港，当晚货
物搭乘货轮运往北美市场。“当天报关当
天放行，转关更便捷。从申报到商品出
口，以前要三天，现在最快 5 小时就办
好。”宁波轮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王
莹感慨道。

智慧化的物流监管有力带动了区域
经济的快速发展。今年前 10 个月，大榭
海关共审核进口转关申报单 9368 票，监
管集装箱 21.5 万标箱，共审核出口转关
申报单 33.5 万票，监管集装箱 90.85 万标
箱。与之相对应的是，大榭开发区民营
企业进出口总值 67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
长 26.9%。

一把锁锁定速度 一张网网住效率

海关智慧监管让宁波口岸物畅其流

记者 吴向正

从区域内河小港到国际深水大港，从
资源小市到经济大市，从浙东商埠小城到
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

改革开放 40年，宁波一次次华丽转身，
都离不开城市“政通人和”的发展环境。

家和万事兴。40 年来，全市上下团结
一心、众志成城，齐心协力、攻坚克难；
40年来，宁波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安定有
序、人民安居乐业。40年实践证明：政通
人和，宁波做到了！

40 年来，市委深入贯彻中央和省委的
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依法治市有机统一，坚定不移地发展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现人民意志、保障
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
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得到大发展。

政治文明代表着时代潮流，是社会进
步的重要标尺。

市委不断健全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
方的机制。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
方式，坚持民主集中制，增强党委领导核
心作用，支持人大、政府、政协依照宪法
法律和章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开展工
作，支持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

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
开 展 工 作 ， 科 学 执
政、民主执政和依法
执政水平不断提高。

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是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依法
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

政治制度安排。
改革开放以来，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在

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强化责任担当、依法
行权履职，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宁波的
实践焕发出蓬勃生机。

自 1988 年宁波市享有地方立法权以
来，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充分发挥在立法工
作中的主导作用，共制定地方性法规 110
余件，现行有效 84件，其中许多法规属于

“先行性立法”，蕴含着“宁波元素”“宁波
经验”。

1995 年出台的 《宁波市余姚江水污染
防治条例》，开国内专门为一条江立法的先
河。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条例、居家养老
服务条例、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等许多法规
属“先行性立法”，有效引领保障地方改革
创新的法治化方向。

市人大常委会还紧紧抓住人大代表和
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加强法律
监督和工作监督。2018 年，探索审议意见
清单制和销号制，运用“十步工作法”，为
大气污染防治、食品安全监督等工作，画
上了“监督闭环”。

作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一大创新，
我市在全国率先推行民生实事项目代表票
决制，实现了政府民生实事项目从“为民
作主”到“由民作主”的转变。

2017年 10月，市人大常委会作出了关
于实施市政府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
制工作的决定。目前票决制已经在市县乡
三级实现全覆盖，并向全省、全国推广。

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
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
和独特优势。

市政协坚持把协商民主贯穿于履职全
过程，通过健全制度、拓展形式、丰富内
容、营造氛围等手段，不断完善政协协商
民主制度机制，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协商
活动，努力推进协商民主在宁波的生动实
践。

40 年来，市政协既关注“事关改革发
展稳定”的“国计”问题，也关心“涉及
群众利益”的“民生”问题，使协商更好
地反映各方意见，使党委政府的决策更符
合群众意愿。

自 2014年起，市政协围绕“深化一平
台三合作，加快建设 16+1 经贸合作示范
区”课题，组织了 4 个调研组连续开展调
研，深入一线查实情、摸情况，并召开专
题议政性常委会，向市委、市政府献计献
策。

紧紧围绕市委决策部署，市政协将
“实施拥江揽湖滨海战略、优化城市发展空
间布局”作为年度重点课题，组织政协委
员等精干力量深入研究，形成 4 个高质量
的调研报告，提出真知灼见。

市政协将持续深化改革、持续破解
“最多跑一次”改革中存在的窗口深度“化
学融合”不够突出等阻碍群众办事的痛
点、难点、堵点，作为政协精准履职的方
向，专门举行协商交流会，推动“最多跑
一次”改革向纵深推进。

深化依法治市实践、深化机构和行政
体制改革、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
我市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各个方面不
断创新、稳步推进，全市上下形成了团结
一致、共谋发展的崭新局面。

回顾 40年我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在宁波的实践结
下了丰硕成果，许多成功经验和做法值得
总结。

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长期坚持、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
化、程序化，保证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
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
业，管理社会事务。

展望未来，我们已经踏上谱写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宁波篇章的新征程。宁

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翻开了新的一页。
我市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支持人
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职
权，使立法、监督、决定、任免更好地体
现人民意志。

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
渠道和专门机构的作用，完善政治协商制
度，健全民主监督机制，增强参政议政实
效。

巩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扩大与“宁
波帮”和帮宁波人士的联络联谊，促进非
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
健康成长。

踏着新时代的节拍，在市委的坚强领
导下，宁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将取
得更大的成就，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必将得
到更加充分的释放！

政通人和港城兴
——改革开放40年宁波实践之政治篇

鄞州区丹顶鹤社区居民在“社区公约”上签名。该社区制订了尊老爱幼、反对家
暴、邻里友善、文明停车等10条“社区公约”，并经居代会通过。 （丁安 摄）

本报讯 （记者俞永均 通讯员洪宇
翔） 昨天下午 1时许，宁波舟山港调度指
挥中心数字大屏显示的生产数据跃上
25000000，宁波舟山港年集装箱吞吐量首
次突破 2500 万标准箱，超过去年全年的
2460.7万标准箱，实现历史性跨越。

今年以来，宁波舟山港积极打造“一
带一路”最佳联结点，加强运营合作，抢
抓货源组织，带动海陆双向集装箱吞吐量
持续增长。

海 向 方 面 ， 加 强 与 2M、 OCEAN、
THE 等航运联盟的合作，发挥穿山港区
集装箱码头一体化运作优势，联合推出船

舶提效课题，不断提升泊位利用率和船舶
在泊作业效率。前 11 个月，宁波舟山港
累计挂靠 2 万标准箱及以上集装箱船超
100 艘次。同时，积极打造内支线精品航
线，挖掘散改集等业务潜力，内支线、内
贸线业务量实现稳步增长。

陆向方面，宁波舟山港海铁联运业务
发展态势良好。今年以来，省内义乌、金
华、绍兴等班列业务量增长显著，其中义
乌－宁波舟山港海铁联运班列 9月份单月
业务量超 1万标准箱。1月至 11月，宁波
舟山港共完成海铁联运业务量54.5万标准
箱，同比增长49.36%。

宁波舟山港年集装箱吞吐量
首次突破2500万标箱

本报讯（记者朱宇 徐展新） 昨天，
市委举行“宁波论坛”报告会，全国政协
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副主任叶小文作宗教形
势和宗教政策专题报道。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市委、市
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副秘书长以上领
导，市直部门主要负责人，全市民族宗教
工作协调小组成员，各区县 （市） 统战部
部长、民宗局局长等 300 余人参加报告
会。

叶小文曾任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中
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
长期从事宗教理论政策研究和实务管理，
对宗教工作和宗教问题有着丰富的实践经
验和深入的理论思考。

报告会上，叶小文以党的十九大精神
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科学分析了当前我国宗教工作面临
的形势，深刻阐述了关于宗教工作的一系
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市委举行“宁波论坛”报告会

本报讯 （记者金鹭） 昨日下午，宁
波与招商局集团旗下的中国外运股份有
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在航
运服务产业、物流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等
领域开展多项合作。市委副书记宋越舜
和招商局集团总经理付刚峰座谈并见证
签约。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致力于航运物
流服务领域的创新发展，是招商局集团控
股的二级子公司和物流业务的统一运营平
台。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中国外运将把
宁波作为发展物流、港口、航空货运、航

运等业务的重要基地，打造港航服务综合
物流平台。

中国外运还将积极参与宁波重点项目
的开发和运营，充分利用“海陆空运”全
产业链的综合优势，带动宁波国际航运物
流产业集聚区等区块航运物流服务水平提
升。同时，积极参与宁波“一带一路”综
试区、跨境电子商务综试区等建设，共同
探索产业基金运作、资产重组、股权并
购、融资租赁、航运金融、航运保险等方
面合作。

李关定参加。

我市与中国外运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宋越舜付刚峰座谈并见证签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