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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金鹭 鄞州记者
站杨磊 通讯员黄冉阳）“在原材
料、人工成本上升等情况下，是科
技创新让企业在全球竞争中始终站
稳脚跟。”昨日，鄞州“精成车
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依托精
成智能后视镜研究院，企业不断加
强与高校“产学研”合作，新产品研
发周期从原先的两三年大幅缩短至

6个月，大大提升了市场竞争力。
在鄞州区，科技创新已成为引

领高质量发展的最强引擎。据统
计，今年 1 月至 10 月，该区技术

（研究） 开发费、技术交易额、专
利授权量等指标增速均在 40%以
上。全区专利授权量 8241 件，专
利申请量 14821件，其中发明专利
授权量 1314 件，发明专利申请量

6344件，四项指标皆为全市第一。
创新热潮风起云涌的背后，

离不开鄞州区真金白银的投入。
今年初以来，鄞州以“育小、壮
大、扶强”为导向，出台研发投
入专项激励等扶持政策，优化科
技孵化全链条、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等近 10 条政策实施细则，科技
经费支出超 1.2 亿元，激发企业创
新活力。

强化创新平台培育，厚植创新
沃土。今年 6月，全国首个保险科
技产业园——宁波保险科技产业园
在鄞州区正式开园。目前，鄞州区
已拥有国家级科技众创空间 7 家、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3家、国家

级星创天地 6家，数量均居全市首
位。在此基础上，鄞州完善全市首
个“科技众创空间—科技企业孵化
器—科技企业加速器”全链条孵化
政策，全年有望净增高新技术企业
42家，总量达292家，增量和总量
领跑全市。

对标国内一流创新强区，鄞州
区目前还存在科创平台能级有待增
强、高新技术产业特色不明显等

“短板”。“明年，鄞州区将开展科
技企业增量提质、研发投入快速增
长、科技成果高效转化等‘八大工
程’，努力打造宁波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建设的重要承载区。”鄞州
区政府主要负责人表示。

技术开发费、技术交易额、专利授权量增速均超40%

鄞州科技创新引航高质量发展
拉高标杆扬长补短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
科技争投看实效

▲海曙中心小学近日举行迎新艺术节活
动，全校 1300 多名师生登台演出，以“逐
梦童年，致敬未来”为主题表演了舞蹈、校
园剧、器乐合奏、朗诵、大合唱等节目，展
示才艺，放飞梦想。

（胡建华 周雪燕 摄）

逐梦童年
致敬未来

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
员陈志达） 今年初以来，我市公
安经侦部门全力打好防范化解重
大金融风险攻坚战，战果丰硕。
截至目前，共破获经济犯罪案件
421 起，查处经济犯罪嫌疑人
1101 名，为各类市场主体挽回
经济损失 13 亿元。特别是打击
涉众型经济犯罪、整治恶意逃废
债、境外追逃、打击知识产权犯
罪、打骗打虚、宣传防范等工作
得到公安部肯定。

我市公安经侦部门与各部门
密切协作，广泛宣传和发动群
众，全力开展打击涉众型经济犯
罪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已立案
侦办非法集资类涉众型案件 98
起。

在整治恶意逃废债行为方
面，我市公安经侦部门充分发挥
牵头参谋作用，推动全市各地、
各部门切实加强对恶意逃废债行
为的源头治理、系统治理、依法
治理和综合治理。全市银行不良
贷款率为 2014 年以来最低。工
作成效得到公安部及省市相关领

导批示肯定，并被省公安厅全面推
广。

在“猎狐行动”中，我市公安
部门从俄罗斯、秘鲁等地抓获境外
逃犯 25 名，特别是从秘鲁成功引
渡的省公安厅重点逃犯吴某某。

在 优 化 营 商 环 境 方 面 ， 今
年，市公安经侦部门全力推进打
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专项工作，
共侦办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 27
起，涉案价值 3.33 亿元，挽回直
接经济损失 8000 多万元。同时，
市公安局还出台促进民营经济高
质量发展 28 条措施，加大对民营
企业、“甬商”品牌的保护力度，
优化营商环境。

在打击骗取出口退税和虚开增
值税专用发票犯罪专项行动中，市
公安经侦部门会同相关部门检查涉
嫌 虚 开 增 值 税 专 用 发 票 的 企 业
1329 户，查处对外虚开及接受虚开
增值税专用发票 3 万多份；破获危
害税收征管案件 136 起，抓获犯罪
嫌疑人 307 名，成功破获“3·12”虚
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等一批大要案
件，合计追缴税款3.99亿元。

据悉，今年初以来，全市经济
犯罪案件破案数、查处数、移诉
数、追赃数等四项主要指标，同比
分别上升 19.6%、61.43%、47.56%
和115%。

我市公安
严打经济犯罪战果丰硕
今年共破案421起，挽回经济损失13亿元

朱泽军

众所周知，住宅小区是全
体业主共同组成的一个特殊大
家庭，业主的文明程度直接关
系小区的文明水平，没有文明
的业主，就难有整洁、有序、
平安的小区，更难有文明和谐
的城镇。

大量的事实表明，建设和谐
住宅小区，提高住宅小区的文明
程度，固然离不开良好的社区硬
件设施，需要社区组织、小区物
业管理部门等工作人员的辛苦努
力，但仅仅这些，显然是远远不
够的。建设文明小区的根本而又
持续的推动力，就是作为“第一
责任人”的全体业主的自觉参

与。业主积极参与小区文明创建，
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创建活力，才
能最大限度地丰富文明小区的内
涵。一个小区能否做到管理有序、
环境优美、文明和谐，最终取决于
每一位住户的文明程度。也就是
说，住宅小区的业主既是小区文明
的受益者，更是小区文明的建设者
和维护者。

社会在进步，文明在提升。当
小区的每一位业主成为小区文明建
设的参与者，小区的各项事业定会
相得益彰。有一句耳熟能详的口
号，叫“小区文明靠大家”。它是
一句口号，更应是小区全体业主的
实际行动。只有人人以“大家”为
先，小区环境一定会更好。小区的
每一位业主负有参与小区各项公益
活动、为小区文明建设增添亮色的
义务，每一位业主有从自己做起、
从细微小事做起，争当文明业主，
同心协力共建美好、幸福家园的责
任。

业主是小区文明建设的
“第一责任人”

本报讯 （记者王珏 通讯
员金黄璐敏 姚单） 昨天，镇海
庄市街道同心湖社区成立全区首
个社区乡贤会，构建社区治理新
格局。宁波大学原副校长沈其君
博士担任理事长，48 名成员的
职业涉及教育、医学、文艺、金
融等各领域。

与宁波工程学院、宁波市国
家大学科技园、中科院宁波材料
所等高校及科创平台为邻，同心
湖社区居住着两名院士、60 多位
教授以及 200 多位副教授，大专
学历以上居民占 80%以上，学历
水平在全市社区中最高。“通过乡

贤会汇聚人才资源，助力品质社区
创建，让家底’厚’起来。”同心湖社
区党委书记、社区主任陈莺说。

今年上半年，社区利用人才优
势搭建“教授能人库”，免费开设
机器人课、伯努利原理实验课等课
程，备受辖区居民欢迎。社区 100
多位医生居民经常开展义诊活动，
长期为大家提供健康咨询等服务。

今后，乡贤会将借助“教授课
堂”、文化家园、公益服务等平
台，发挥不同领域的能人在服务街
道公共事务决策、乡风文明督导和
慈善公益等方面的作用，创新社区
治理模式。

汇聚人才资源 助建品质社区

镇海首个社区乡贤会成立

本报讯（记者王岚 通讯员
李旭煌 童文）“公司目前已有
33家国内分公司，4家海外分公
司，1300 多名职工。这几年的
快速发展，离不开党建工作，得
益于党委的政治引领。”“企业文
化是企业的灵魂，万丰的企业文
化就是党建文化，找准党组织与
企业的共同语言。”21日，由中共
宁波市海曙区委两新工委等单位
主办的民营企业“党建强、发展
强”研讨会在海曙召开，三生

（中国） 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万
丰奥特控股集团、广东唯美陶瓷
有限公司、国骅集团、广博集

团、深圳前海全民通金融资本控股
集团等 6家民营企业从不同角度分
享了如何以党建工作助推民营企业
健康发展的经验。

中央党校哲学部战略室主任、
教授任俊华表示，最近几年对江
苏、浙江、广东的民企调研比较
多，发现很多有特色的党建工作，
有力助推了非公经济的发展，经验
值得推广。

近年来，海曙区涌现出雅戈尔
“领袖工程”、三生(中国)“幸福党
建”、太平鸟集团“闪耀党建”等
一系列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民营企业
党建工作品牌。

党建强 发展强
知名民企代表齐聚海曙交流党建工作经验

记者 黄合 通讯员 勇祖轩

【人物名片】
陈 绍 雷 ， 男 ， 1960 年 出 生 ，

象山县抗癌康复协会会长、丹东街
道下余村党支部副书记，曾获“中
国好人”“浙江好人”以及新时代
浙江省“万名好党员”等荣誉。

【闪光事迹】
“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

一辈子做好事。”在陈绍雷的人生
字典里，“做好事”是最重要的关
键词之一，日积月累，从善举变成

了习惯。
2002 年春节刚过，象山县慈

善总会搞了一个助学结对的活动。
陈绍雷一口气资助了 3名学生，每
人 400 元至 500 元一学期，资助年
限1年到7年不等。

“当时，出资助学并不像现在
这么普遍。我就是想力所能及地做
点 好 事 ， 帮 助 那 些 比 我 困 难 的
人。”陈绍雷说。

没想到，就在那年冬天，陈绍
雷被查出了患有脑血管瘤，随后无
情的病魔接二连三缠上了他。直肠

癌、结肠癌、胰腺肿瘤……即使辗
转求医、多次手术，他依旧没忘记
承诺，按时把学费打到孩子们的账
户上。

受助学生之一的小吴，听说了
陈绍雷生病的事，觉得不该再麻烦
他，便在考上高中后改了联系方
式。可陈绍雷坚持找到了小吴所在
的学校，后来又为考上宁波大学的
她负担了大学期间一半的学费。

陈绍雷坦言，虽说自己的人生
经历充满坎坷，但身边还有很多不
幸的人，也有一些政府部门来不及
做的事情。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就应该扛起应尽的责任，为更多人
带来希望和阳光。

2012 年，热心助人的陈绍雷
被推选为象山县抗癌康复协会会
长，他一家一家地走访，看望协会
会员。由于七成会员来自农村，因
病致贫的情况非常普遍，陈绍雷就

自掏腰包，尽可能地为这些患者和
家庭送去温暖。

如今，在他的努力下，象山县
18 个镇乡 （街道） 实现抗癌康复
分会全覆盖，通过“群体抗癌、欢
乐 抗 癌 ”， 康 复 生 存 率 已 达 到
96.3%。同时，这个公益组织也连
续被省抗癌协会授予先进集体、五
星级先进单位、杰出贡献奖等荣
誉。

“一开始，我的子女不理解，
觉得我身体底子薄，担心我太忙累
着。但这么多年下来，他们渐渐理
解我、支持我，毕竟做好事就是传
播正能量，能给自己、给别人带去
快乐。”陈绍雷说。

【个人感悟】
“人的一生是短暂的，不一定

每个人对社会有大的贡献，但我觉
得，每个党员应该做点好事、做些
应该做的事情。”

陈绍雷：将做好事变成习惯

我身边的红色标杆

拉高标杆扬长补短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

▶住在鄞州首南街道格兰春天社区的中
外志愿者日前走进蔡家小学，与外来务工人
员子女举行喜迎 2019 年联欢活动。中外志
愿者为小学生送去了学习用具和保暖用品，
并教孩子们跳现代舞蹈。

（丁安 殷丹娜 摄）

舞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