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拉高标杆扬长补短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

科技争投看实效

NINGBO DAILY2 要闻
2018年12月22日 星期六
一版责任编辑/陈 达
二版责任编辑/朱 雯

本报讯（记者徐展新 镇海
记者站石全） 今年，镇海始终走
在“科技争投”行动的最前列，
不仅设立了全市第一支人才天使
投资基金，启动建设绿色石化产
业创新服务综合体，还率先实行
了高层次人才创业项目“常年受
理、多期评审”工作模式，实现
全区技术交易总额 9.7 亿元，同
比增长38.57%。

科技创新工作的“排头兵”
地位，来自镇海在拓展空间、构
建平台、组建团队、投入资金、
扶持产业等领域作出的努力。纳
入宁波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甬
江科创大走廊的空间规划后，镇
海创建了全省首批双创示范基地
和 i 设计小镇，吸引了中国科学
院大学宁波材料工程学院、西安
电子科技大学宁波科技园、乌克
兰新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哈工
大宁波智能制造研究院等大院大
所落户，打造加速推进“科技争
投”的主阵地。

为帮助这批科研院所、产

业基地健康成长，镇海投资超过
15 亿元建设高能级科创平台，预
计 全 年 R&D 经 费 支 出 19 亿 元 ，
占 GDP 比重超过 3.5%。镇海的高
新技术企业得到了丰厚的资金支
持，所得税优惠、企业研发加计
扣除等优惠政策相继落地，全年
减免抵扣金额达5.15亿元；区科技
贷还发放了超过 8亿元的贷款，为
短期内遭遇资金瓶颈的企业一解燃
眉之急。

今年前11个月，全区近130家
高新技术企业实现增加值 200 亿
元，占区属规上工业增加值的81%。

由于处于行业前沿的高新技术
企业较少，目前全区科技创新产出
能力依然不足，创新型、复合型的
高层次人才依旧缺乏，这些问题都
不容忽视。“明年企业的创新主体
地位会继续加强，更多重大创新平
台会陆续落地。同时，我们会兼顾
外地高校优秀毕业生的引入和本土
人才的回归，让人才成为驱动科技
创新的重要力量。”镇海区政府主
要负责人表示。

镇海抢当“科技争投”排头兵
全区技术交易总额9.7亿元，同比增长38.57%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张土良） 昨天，市教育局公布中心
城区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共
有516家上榜。

我市自今年 5月份起全面开展
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
动。截至 11 月底，全市累计出动
联合检查 4930 人次，排摸出各种
类型的培训机构共 3888 家，其中
从 事 文 化 类 教 育 培 训 的 共 2306
家，经教育部门审批取得教育办学
许可证的机构共 1195家 （新增 378
家），正在办理办学许可证的机构
共 520 家，停止办学 591 家。发现
校外培训机构存在各类问题隐患
2678 个，其中 2441 个问题隐患已

按要求完成整改，整改完成率91%。
市教育局将中心城区 （市属及

海曙区、江北区、鄞州区、高新
区、东钱湖） 校外培训机构“白名
单”予以公布，共有 516家。其他
区县 （市） 也将于近期陆续公布。
列入“白名单”的机构，应当具有
合法的办学资质，并符合安全管理
等规范。“白名单”实行动态管
理，即教育行政部门依据国家法规
和日常审批、检查的情况，对名单
进行动态更新。对已经列入“白名
单”的机构，如涉嫌违法违规，在
查实后将从“白名单”中移除。对
暂未列入的机构，教育行政部门正
抓紧核查和审批，将在审核通过后

及时公布。
我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将根据

《宁波市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机构专
项治理行动方案》，联合相关部门
于近期对校外培训机构开展进一步
排摸整治。对经教育行政部门审批
的民办教育培训机构，若仍存在各
类问题隐患的，应在 12 月底前全
部整改到位；对虽领取了营业执
照，但未经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取得
办学许可证 （“无证有照”），仍
从事文化学科类 （指语文、数学、
英语、物理、化学、生物等） 培训
的机构，应立即停止培训，如有继
续从事文化学科类培训业务意愿
的，向教育行政部门递交申请，待

取得办学许可证后继续办学，对未
停止办学的“无证有照”机构将提
请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吊销其营业执
照；对未取得办学许可证、也未取
得营业执照的机构（“无证无照”），
必须立即关停，未关停的将依法予
以取缔。

宁波中心城区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公布

报班请认准这516家上榜机构

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员
徐逸波 罗江丽） 孩子要办身份
证，但在上学没法过来，窗口工作
人员主动和你约定“放学后再来，
我会等着……”把麻烦留给自己，
将方便交给办事群众。为此，镇海
市民韩先生写感谢信为公安“预约
办理”点赞。12 月 13 日，本报刊
发报道后，引起众多网友共鸣。

“最多跑一次”改革开启后，
与群众息息相关的户证服务便进入
了升级的快车道。从“忘带材料要

来回多次跑”变成“身份证在手，
多数业务一证通办”，再到最新的

“部分业务办理实现‘零跑’”，背
后 是 公 安 户 证 服 务 的 “ 民 生 情
怀”——把麻烦留给自己，将方便
交给办事群众。

以人手一张的身份证为例，以
前不管是申领还是挂失补办，流程
复杂且限制颇多。但从2017年9月
1日起，我市就实现了居民身份证
省内异地受理，身份证有效期满、
损坏或者丢失，只要是本省的户籍

居民，不需要跑回原籍申请补换
领。之后升级版推出，首先是全国
范围内的异地受理，接着是今年
11 月推出的“宁波本地居民首次
申请居民身份证县域内通办”。

在关于户籍类方面的“最多跑
一次”改革中，我市有两次较大的
行动，分别是今年 8月推出的“18
项 ” 以 及 今 年 11 月 推 出 的 “12
项”便民利民服务措施。在这些举
措中，“就近办、多点办、全城通办”

“一证办”“零跑”就是改革的精髓。

此外，我市公安部门还在积极
推进“无证件城市”建设，“刷脸办”
正在逐步实现。我市在全国率先推
广应用证照电子化，用“阿拉警察”
App中生成的电子身份证、户口簿
作为实体证件的有效补充，实现宁
波全市范围内的户籍业务办理、流动
人口登记等多个现实场景的应用。

据悉，今年以来，我市已办结
户口迁入、迁出、出生、死亡、变
更更正等 5 大类户证类业务共计
300余万件。

镇海一市民写信为公安“预约办理”点赞

感谢信见证户证服务的“民生情怀”

近日，高新区税务部门开展民营经济发展大走访活动。税务人员走
进宁波海尔施基因科技有限公司和宁波爱发科真空技术有限公司，调研
了解企业发展状况及目标，认真听取企业意见建议和涉税诉求，推送适
用的税收优惠政策，助力企业更好更快发展。 （董娜 薛伊文 摄）

民营经济发展大走访

本报讯 （记者张昊） 12 月 15
日早晨 6时，黄小琴夫妇又开始向
环卫工人提供免费早餐，这已经是
第四年了，今年依然为期一个月。
热气腾腾的包子、大米粥、年糕汤
摆满了一桌，环卫工人陆续过来用
餐。经营着一家酒吧的黄小琴，为
了赶制爱心早餐，每天晚上只能睡
1 个多小时。她说：“虽然很累，
但很开心。”

12月1日，象山茅洋的蔡金会
夫妻和女儿蔡梦芝、蔡梦洁一起来
到象山县红十字会共同签下中国人
体器官、角膜捐献志愿表。四口之
家同时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令人
肃然起敬。他们说：“如果遇到不
幸，就应该把幸运留给别人。”

11 月 23 日，宁波市慈善总会
工作人员收到邮局送来的 51 张取
款通知单，合计 50 万元，取款单
上显示汇款人为“顺其自然”，5 天
后又收到他49万元的捐款。从1999
年起，“顺其自然”20 年累计捐款
1054 万元。不过，人们始终不知
道这位胸怀大爱的宁波人是谁……

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些故事，
温暖了2018年的寒冬。

“彩云有翼，因爱而生。德耀
甬城，因善共美。”无数可亲可敬
的“身边好人”，用朴实生动、真
切感人的善心义举，如涓涓细流汇
成爱的暖流，涌向人们心田。爱心
感染爱心，温暖传递温暖，让宁波
有爱的温暖形象熠熠生辉。由中央

文明办主办的中国好人发布暨全国
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交流活动 9月
在我市举行，网络媒体浏览量超过
2100 万人次，“爱心宁波”城市品
牌再次享誉全国。

9 名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
得者、78 例“中国好人”、12 万名各
级各类身边好人……道德模范和身
边好人不断涌现的背后，是我市坚持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人心，用
道德楷模的力量呼唤爱心，使核心价
值观成为爱心宁波的强大内核。

为了守护公众的爱心热度，进
一步提高公民的爱心意识，我市为
文明立法，为爱心开道。去年，

《宁波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正式
颁布施行，其中明确对六类具有高

尚道德品质的文明行为作了特别的
规定，规定了表彰、奖励等鼓励措
施。与此同时，宁波建起俞复玲、
钱海军等一批道德模范工作室，让
道德模范走进群众，引导人们“见
贤思齐”。道德模范巡讲巡演和身
边好人与道德模范交流活动的足迹
遍及机关、企业、学校、社区和农
村，学习、礼遇、关爱道德模范和
身边好人成为甬城上下的自觉行
为，“敬好人、知好人、学好人、
做好人”在全市蔚然成风。

如今，对宁波人来说，传递爱
心不是走过场，而是融入血液的一
种基因。这些人，这些爱，在四季
轮转中再次铺就了这座城市浓厚的
文明底色。

“身边好人”用爱心编织冬日温暖

本报讯 （记者吴向正） 20 日
至 21 日，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宁波
中心组围绕科技创新主题，组织代
表开展会前集中视察活动。30 余
位省人大代表参加视察。

代表们实地视察了宁波国家高
新区、新材料联合研究院，以及宁
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中银

（宁波） 电池有限公司、宁波卢米
蓝新材料有限公司等科技创新型企
业，并听取了市政府关于科技创新
工作的情况介绍。

近年来，我市大力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企业主体地位更加突
出，科技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科
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科技对经
济发展和转型升级的支撑引领作
用进一步增强。我市组织实施重
大科技专项，研制出 200 多项领
跑全国乃至全球的关键技术和战
略产品，累计获国家科技奖励 45
项，每年平均获省科技奖励 40 项
左右。宁波获批建设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成为首批国家创新型

试点城市、首批国家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示范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
市等，创新竞争力在全国排名居第
九位。

代表们充分肯定宁波在实施科
技创新战略中取得的成绩，并围绕
如何更好地实施科技创新战略进行
了深入交流，提出了意见建议。

代表们认为，创新是引领发展
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的战略支撑。宁波要坚持贯彻省
委创新强省、人才强省决策部署，

实施好推进“科技争投”三年攻坚
行动方案，持续推动宁波科技创新
走在全省前列。要提升工作站位，
围绕科技创新服务好地方工作大
局，发挥各方面优势条件，务实推
动各领域全面创新，为宁波科技创
新走在前列凝心聚力。代表们表
示，要依法认真履行好自身职责，
进一步提高议案建议、审议发言和
参会质量，充分展示省人代会宁波
代表团忠诚履职、勇于担当的良好
形象。

省人大代表宁波中心组开展会前集中视察
持续推动宁波科技创新走在全省前列

本报讯 （记者李磊明） 21
日，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举行
了马克思主义学院揭牌成立大
会。万亚伟等为马克思主义学院
揭牌。

与会者表示，浙江大学宁
波理工学院成立马克思主义学
院，是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
作、筑牢主渠道主阵地的重要举
措，充分体现了坚持社会主义办
学方向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

义学院要始终坚持“姓马”这一
根本原则，把正确的政治方向放
在首位；要牢固树立“为党”这一
使命担当，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
义 中 国 化 的 最 新 理 论 成 果 研 究
好、阐释好、讲授好、传播好；
要充分彰显“在甬”这一鲜明特
色，挖掘和运用有宁波区域特点
的研究与教学素材，为宁波发展
助力。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揭牌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报讯（记者李磊明） 昨天
上午，2018 宁波发展论坛 （冬
季会） 在阳光豪生大酒店举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汪同
三、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
长华民、上海前滩新兴产业研究
院院长何万篷，围绕论坛主题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国家战
略与宁波发展”作了主旨演讲。
论坛由市政府主办，市社科院

（社科联） 承办，宁波发展战略
研究会、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院执行承办。
演讲嘉宾认为，宁波要主动融

入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目标，紧
紧围绕长三角一体化这一新的重大
发展机遇和战略支点，优化完善营
商环境，以制造为本，突破制造业
发展面临的成本、渠道、税收、创
新、贸易等五大瓶颈，“先进制造
业+”与“+国际贸易”并举，促
进经济结构优化与新旧动能转换，
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型国际贸
易中心，构筑现代化产业体系。

2018宁波发展论坛
（冬季会）举行

今天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冬
至，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昨
天，在鄞州白鹤街道周宿渡社区，
幼儿园小朋友用汤圆拼成“2019”
字样，以此迎接新年的到来。

（丁安 陈艳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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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徐展新 通讯
员杨磊） 昨日，由市经信委、市
商务委、市口岸办、鄞州区政府
主办的第五届中国产业互联网大
会在甬开幕。

大会首日，主办方公布了多
项榜单，浙江塑料城网上交易市

场、得力集团、腾讯云产业基地、
宁波中国科学院信息技术应用研究
院、海上鲜、汇金大通、大赢家、
魔蛋智能、众车联、啾啾救援等十
家企业当选 2018 宁波产业互联网
先 锋 企 业 ； 奥 克 斯 、 得 力 当 选
2018中国传统企业转型先锋。

中国产业互联网大会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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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查看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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