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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金鹭 通讯员刘
健 虞海波）“‘国家级’技术中
心的成立、研发投入的增加为我们
换来了真金白银，今年前三季度净
利 润 1.15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212.9%。”昨日，东方电缆技术研
发中心主任丰如男告诉记者。随着
全球首根 500KV 光电复合海底电
缆的正式交付，公司在国际上打响

了知名度。
今年以来，北仑加快推进以企

业为主的创新平台建设，企业盈利
能力进一步提升。1月至10月，北
仑 区 实 现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增 加 值
242.71亿元，总量居全市第一，同
比增长 14.9%，占规上工业增加值
的比重为50.19%。

一系列院地、院企“牵手”，

以技术性突破带动新兴产业集群崛
起，为北仑新旧动能转换注入了
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今年，北
仑新增市级院士工作站4家、外籍
院士工作站 4家，为历年最多。截
至目前，全区已建立院士工作站
16 家 ， 在 汽 车 零 部 件 、 生 命 健
康、新材料等领域开展 70 余个项
目合作，预计带动企业投入科研经
费上亿元。

目前，北仑的多个高能级“国
字号”平台正在全力建设中。剑桥
大学在中国的首个科技创新平台
——中英高端装备产业研究院北仑
总院已投入运营，中国科学院上海
有机化学研究所宁波新材料创制中
心已完成项目建设招标工作，中科

院智能化环境功能材料量产中试平
台也正在加紧建设中……

筑巢引凤，北仑激发企业对研
发投入热情。今年1月至10月，北
仑区本级新增专利申请 4957 件，
同比增长 32.5%，其中发明专利
1282 件，同比增长 36.4%，专利申
请量和授权量再创新高。

“虽然今年‘科技争投’总体
情况良好，多项指标进展较快，但
仍存在创新人才集聚程度较弱、
企业自主创新水平不高等问题。”
北仑区主要负责人表示，面对新
一轮的竞争，下一步，北仑将聚
焦人才招引，实施众创生态体系优
化工程，打造完善的创业创新生态
体系。

“国字号”平台引领北仑科技创新
1月至10月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242.71亿元，总量居全市第一

本报讯（记者董娜 通讯员
方燕华）“海淘车的发展离不开
税收的支持，由于税收优惠政策
及时落实，切实降低了我们的税
收负担，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
近日，宁波海淘车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赖永坚来到梅山保税港区税
务局送上了“心系企业热情服务，
尽职尽责廉政榜样”的锦旗。

自 5月份以来，宁波梅山海
淘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宁波海
淘车科技有限公司和宁波久胜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共收到印花
税退税 30 万元，切实享受到了
国家税收改革福利。

为切实落实国家税务总局新
政，梅山保税港区税务局对辖区内
符合享受减半征收印花税及免征印
花税政策的企业一一通知到位。同
时，积极强化印花税减免优惠政策
带来的正面效应，使纳税人更加主
动积极地享受红利。对辖区内的重
点企业，尤其涉及退税金额较大的
企业，税务人员进行了实地走访，
确保企业人员对新政策认识到位，
做到“应免尽免，应享尽享”。

下一步，梅山税务部门将继续
精准对接纳税人需求，让税收优惠
政策切实落地，进一步为企业创造
良好的营商环境。

税惠新政激发企业发展新动能

本报讯（记者杨绪忠 通讯员
吴培） 对涉及住宅小区的违法行为
今后有清楚的执法依据和执法主体
了。前天晚间，全市中心城区老旧
小区整治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发布消
息，全市住宅小区行政执法清单制
度日前已建立，以进一步加强全市
住宅小区管理，加大对住宅小区内
违法违规行为的执法力度，切实解
决住宅小区内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根据下发的通知，公布的执法

清单按执法部门分住建、综合行政
执法、公安、市场监管、环保五大
类，涉及的违法行为共有 37 项，
具体有不按规定擅自拆改承重墙、
柱、梁等 （涉及房屋安全的违法违
规行为），挪用物业专项维修资
金，毁坏住宅小区红线范围内绿
地，违规养犬，餐饮经营者无证经
营等。

下发的通知还厘清了各方执法
主体的履职边界：清单所列违法事

项仅涉及单一执法主体的，相关执
法部门应在规定期限内执法；清单
所列违法事项若涉及多个执法主体
的，由区县 （市） 人民政府、管委
会牵头，依照“谁执法更有利更有
效”原则，确定其中一个部门为执
法主体，其他执法部门配合联合执
法。如涉及房屋安全等违法行为
的，可将住建部门作为执法主体；
涉及违法建筑的，可将综合行政执
法部门作为执法主体；涉及房屋违

规出租住人的，可将公安机关作为
执法主体。

“住宅小区行政执法清单是厘
清各行政主管部门执法边界的基
础，也是各部门依法行政的重要依
据。各相关部门将按照依法有序、
科学规范、尽责履职、便捷高效的原
则，积极落实住宅小区行政执法清单
制度，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全市中心城区老旧小区整治改造工
作领导小组相关负责人表示。

我市公布住宅小区行政执法清单

5大类37项违法行为明确执法主体

本报讯（记者殷聪 通讯员
张翔） 作为宁波中心城区的地标
之一，天封公园已于近日启动改造
提升工作。按照计划，改造后的
公园将于明年3月与市民见面。

由于公园内拥有国家级文物
保护单位，改造后的天封公园将
尽量保持“原汁原味”，公园内

原有的大型乔木以及石板、石块将
进行略微的调整。其中，大型乔木
将进行简单的修整，确保天封公园
能更完整地展现天封塔的雄姿。石
板、石块也将再次排列组合。与以
前不同的是，改造后的天封公园北
部将新增 2个休闲平台，塔的东西
两侧将新增2块绿地。

天封公园全面改造提升
预计明年3月完工

本报讯（记者冯瑄 通讯员
周红梅 胡敏） 前天上午，宁波
保税区管委会与宁波诺丁汉大学
签订合作协议，宣布合作共建区
块链实验室，这也是我市首家区
块链实验室。

近年来，保税区聚焦大数
据、金融科技、区块链、人工智
能、云计算等新经济新业态，规
划建设有金融科技 （区块链） 产
业园、百度云智宁波大数据产业
基地、航天科工云制造示范基
地、阿里巴巴宁波数字贸易港等
数字经济平台。其中，金融科技

（区块链） 产业园今年运作至今
已引进企业近40家，计划5年内
引进和培育 150 家以上金融科
技、区块链企业，打造数字科技
创新企业和数字经济“独角兽”

的摇篮，未来力争建设成华东地区
特色鲜明的金融科技 （区块链） 创
新应用示范基地。

实验室将主要围绕金融应用、
产品溯源、产业金融以及公共服
务等方面开展区块链技术的研究与
应用，并通过共同开发、技术转
让、商业咨询等方式为金融行业和
供应链管理企业提供专业化、市场
化服务。

根据协议，双方将推动组建区
块链技术研发团队，定期开展专业
培训、主题讲座、沙龙交流等人才
培训与交流活动，搭建区块链底层
技术开发应用公共服务平台。同时
计划通过 5年时间，推动区块链研
发技术实际商业应用落地，将区块
链实验室打造成区校合作示范基地
和省级区块链实验室。

我市成立
首个区校共建区块链实验室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苏钧天） 记者近日从宁诺获
悉，由宁波诺丁汉大学白瑞斌教
授主持的“诺丁汉智能医疗健康
决策系统”正式结题。该系统与
全球最大的一站式在线医疗健康
服务平台“平安好医生”合作，
选取其超过 3亿条问诊及咨询数
据，融合机器学习与演化计算等
先进技术，在自动分诊、智能问
答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使得
在线分诊准确率从项目初期的
75%左右提升到 95%，成功达到
医学高准确率的严苛要求，大幅
度提升了分诊的效率和智能化水
平。

白瑞斌教授是宁波诺丁汉大
学计算机科学系主任，长期致力

于智能计算、机器学习、运筹学
等技术的有效融合，解决复杂智
能决策优化问题。在他看来，将
医疗场景由线下医院部分迁移到
线上，可以缓解线下医疗机构的
压力，提升效率。他和他的团队
所做的，就是通过深度学习、智能
计算、运筹优化等技术方法，优化
诊疗路径。

据悉，宁诺团队与“平安好医
生”工程师首创了自动医学常识归
纳系统、开发了人工智能问答系
统、实现了自动病患导诊和在线
辅助问诊。目前，该系统已覆盖
2000 种常见疾病，相当于一个 24
小时在线的全科家庭医生，为用
户提供辅助诊断、康复指导及用
药建议。

宁诺教授解决在线智能问诊难题

在线分诊准确率提升至95%

昨天上午，由浙
江省体育局主办，浙
江省马术运动协会、
浙江省射击射箭自行
车运动管理中心承办
的 2018 年浙江省马
术联赛 （宁波站） 暨
浙江省马术联赛总决
赛在宁波天驿马术俱
乐部马场拉开帷幕。

本次比赛共吸引
了宁波元棋马术俱乐
部、杭州湘湖马术俱
乐部、温州凯易路马
术俱乐部、浙江乾骉
马术俱乐部等 14 家
马术俱乐部的 88 匹
马 120 余 对 选 手 参
加。
（林海 龚一鸣 摄）

省马术联赛总决赛在奉化开战

本报讯（记者黄合 通讯员
胡赟 熊洲）“原来的村子碰上
了拆迁，大家散居到了别的地
方，感觉心里有点空落落的。”
今年年初，原本家住慈溪白沙路
街道上周塘村的党员孙宏申因拆
迁被安置到白彭小区，虽说组织
关系仍在原村级党组织，但毕竟
住得远了，参加党内活动、村级
事务难免就不那么方便。

“在我们街道，这并不是个
别现象。”白沙路街道党工委组
织委员罗琳芳表示，作为慈溪市
级重大项目较为集中的地区，近
十年来白沙路已实施土地征用约
1.2 万亩，房屋拆迁 4000 多户，
拆迁面积近 90 万平方米，其中
涉及10个村。

今年以来，该街道从问题导
向出发，正式推出“红风筝”专
项行动。“如果拆迁村党员群众
是‘风筝’，党组织就是那‘放
风筝的人’，希望能够让拆迁村
党建工作更快地适应城市化发展
需要，做到‘人散心不散’。”罗
琳芳说。

几个月前，在全面掌握拆迁

户和党员临时居住地的基础上，上
周塘村与 3 个街道辖区村社、2 个
街道外村社以及 2个社会组织签订
合作协议，根据“就近就便就亲”
的原则组建党建联盟，将“村党组
织-网格党支部-网格党小组-党
员-联系户”的组织体系拧成长
绳，打破原有组织生活和基层服务
的区域藩篱，将那头的拆迁户和这
头的党组织紧密拴在一起。

孙宏申表示，自那以后，所在
村的村干部与现在的社区工作人员
都会定期上门走访，将村里土地征
用情况、村大楼建设以及新社区筹
建情况等重要信息面对面告知，同
时及时了解基层党员群众的实际需
求，为村社下一步的党建工作和自
治工作提出更具实效的建议。

“三会一课”一起参加、主题
党日活动一起组织、党员走访一起
联动……如今，从“固定支部”向

“活动支部”延伸，该街道拆迁区
域基层党员的参与率大大提升。
“‘红风筝’重新凝聚党员群众对
村里的认同感，也汇集了村庄建设
管理的新力量。”同为拆迁户的老
党员黄华权说。

慈溪白沙路街道：

在拆迁区域
打响“红风筝”行动

本报讯（记者冯瑄） 记者近日
从延边宁波对口帮扶工作队获悉，
宁波人任志甫发明的中国汉字棋正
在延边 8所乡镇小学进行推广，下
一步有望在延边所有小学推广。

为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三
生 （中国） 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向
宁波市关工委捐赠 10 万元，用于
对口帮扶地区——延边朝鲜族自治
州的教育扶贫。经宁波市关工委讨

论，决定通过宁波市华文汉字应用
研究院，将该笔捐款全部用于延边
州敦化市 8所乡镇小学的学生学习
汉字棋。

经过几天的学习培训，敦化的
一 些 孩 子 已 经 在 课 外 兴 趣 课 堂

“玩”起了汉字棋。最被老师和同
学认可的是，汉字棋寓教于乐，
让下棋不仅成为一种娱乐，还帮
助孩子们积累词汇量，强化组词
能力，弥补在成语、古诗词学习方
面的欠缺，真正让学习汉字变得快
乐起来。

上图为汉字棋捐赠仪式现场。
（赵鹏程 冯瑄 摄）

宁波人发明的汉字棋
在延边8所小学推广

拉高标杆扬长补短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

科技争投看实效

昨天，鄞州明楼街道和丰社区
的志愿者无偿为老年夫妇和外来务
工人员家庭拍摄婚纱照。志愿者将
把照片进行装裱，然后作为新年礼
物赠送给他们。

（丁安 林萍 摄）

特殊的新年礼物：

拍一张
美美的婚纱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