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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高标杆扬长补短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

科技争投看实效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刘
燕 张紫艺） 备受市民关注的宁波
图书馆新馆昨日开馆了！书香之城
又多了一个阅读好去处。

宁波图书馆新馆位于东部新城
市民广场区后塘河北岸，为一体式
建筑，地上四层，地下一层，总建
筑面积 31866 平方米，藏书量约
150 万册，电子图书 350 万种，阅
览 座 位 1800 个 ， 网 络 节 点 2000
个，平均接待读者量 8000 人次/
日，高峰期接待读者量 12000 人

次/日。新馆功能定位为宁波地区
文献保障中心、图书馆数字资源及
服务中心、地方文献数字化建设中
心、纸质图书采编配送中心、图书
馆业务培训中心及图书馆服务网络
发展中心。除传统图书馆借阅功能
外，新馆还开设了自助图书馆、创
客空间、天一音乐馆、研习室、乔
石书房等空间，增加了母婴室、读
者餐厅、休闲阅览区等。

宁波图书馆新馆引进了很多自
助设施和体验性设备，一楼的自助

图书馆实行无人值守、自助借阅，
并设有24小时自助还书口、480台

“天一约书”信用借阅柜，让读者
借阅更便捷。

昨日的开馆仪式上，中国图书
馆学会、宁波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
局 等 为 2018 宁 波 “ 十 佳 阅 读 家
庭”、2018 宁波“最美阅读空间”、
2018 年全国“书香城市（区县级）”
授牌，并举行了“书衣工厂”、“自然
之趣”VR 体验、书画艺术家笔会
以及国际友人9米书画长卷绘99朵

牡丹等活动，给读者带来别具一格
的感受。新馆开馆仪式之后，还举
行了乔石书房开放仪式。

新馆开放后，阅读马拉松、发
现宁波系列活动、听见船王诗歌朗
诵会以及全城共读半小时活动也将
陆续进行。

据介绍，宁波图书馆新馆开馆
时间为周一 13:00-21:00，周二至
周日 9:00-21:00。读者可以乘坐轨
道交通前往，走 1号线福庆北路站
的A出口和D出口。

书香之城又多了一个阅读好去处

宁波图书馆新馆开放了

本报讯（记者金鹭 通讯员叶
润宁）“年均投入研发、技改资金
超 7000 万元，换来了实实在在的
效益。近３年，公司销售收入合计
近 24 亿元，纳税近 3 亿元。”昨
日，宁波如意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在持续不断的科技
创新下，如意“西林”牌产品的销
量和质量领跑全国同行，产品享誉
156个国家和地区。

如意股份的“品牌修炼”是宁
海竞逐科技创新的缩影。今年，宁
海以“三清零、三集聚”为抓手，
加快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促进

“科技争投”，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今年宁海
全 社 会 研 发 经 费 支 出 可 达 17 亿
元，占全县生产总值比例 2.9%；
有效发明专利数达到 1040 件，同
比增长21%。

“我们组建了‘科技争投’协
调小组，对规上工业企业进行全方
位排摸，建立‘研发费、研发机
构、发明专利申请’清零企业库，
进行对账销号。”宁海县科技局主
要负责人表示，“三清零”行动进
一步激发企业的科技创新潜力，加
快构建动能强劲的经济生态。今年
1 月至 10 月，115 家高新技术企业
实现营业收入 220亿元，新产品产
值151.8亿元，研发经费支出9.5亿
元。

积极引导企业成为创新主体，
扶持企业发展壮大。在国家、省市
惠企政策基础上，宁海新出台普惠
性奖励政策，按企业实际研发支出
额的 5%予以补助。今年，有研发

经费的企业达到 296家，研发项目
数 1593 项，较去年有大幅增长。
前 10 个月，宁海规上企业科技活
动经费支出达 14.98 亿元，同比增
长14.1%。

“虽然目前各项指标较为稳
定，但部分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创
新意识不强，科技创新的人才支
撑不够坚实，成为制约创新主体
企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宁海
县主要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宁
海将聚焦模具、文具、汽车零部
件和生物医药等四大优势产业，
实施创新主体培育、平台升级、
生 态 优 化 等 工 程 ， 力 争 到 明 年
底，宁海全社会研发投入占全县
GDP比重达到 3%。

今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可达17亿元，占全县GDP2.9%

宁海“三清零”行动助推“科技争投”

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员
孙波 王岑） 昨日，首届中国 （宁
波）“人工智能+警务应用”高峰论
坛在宁波举行。论坛主题为“创新、
融合、共享”，由公安部第一研究所

等单位主办，众多专家学者、行业大
咖、国内知名企业代表共同探讨人
工智能发展下的警务应用及未来警
务创新与行业变革战略。

宁波是全国首个系统部署智能

经济发展和智慧城市建设的城市，
近年来主攻智慧安全城市、智能数
字制造、智能网联汽车等重点领
域，积极推进城市治理服务提档升
级和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智能城

市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会上，市公安局分别与浙江公

共安全研究院、浙江大开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等单位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

“人工智能+警务应用”高峰论坛在甬举行

政协在场·城市精细化管理

记者 龚哲明

城市主次干道街景立面和路
域平面，犹如城市的“脸面”，这
张“脸”整洁不整洁、美丽不美
丽，关系城市品质魅力和人民美
好生活感受。

市政协城市精细化监督调研
组的委员们，穿行在大街小巷明
察暗访，与有关职能部门调研对
接，从现实和材料中寻找着城市
漂亮“脸面”背后的污垢。

“街景路域规划法治保障相对
滞后”“街景路域历史文化特色不
够鲜明”“街景路域细节维护管理
较为粗放”……委员们用敏锐的
眼光和敏捷的思维捕捉着问题，
寻找着答案。

“当前我市应该借鉴上海的做
法，加快制订实施具有规划管控
效力的 《宁波城市街道设计导
则》，在街道风貌方面对挑檐高
度、街墙高度和退台进深作出明
确规定，提出店面密度标准，开
展城市街道景观、街道生活和以
人为本理念的深入实践，真正实
现从“道路红线管控”到“街道
空间环境管控”的转变，使景观
规划控制与城市规划融合一体。”
有委员这样建议。

“宁波在保留历史记忆、体现

地域文化特色方面不够鲜明，城市
风味与姿容不够突出。”有委员认
为厦门的做法可以借鉴：该市推进
以“三线四片”为重点区域的街区
立面综合整治提升工程，通过各种
传统元素的融入，塑造具有传统闽
南风格的街区环境，使得钟宅、坂
美民宅等一批老建筑焕发新的活
力。“我市在新规划建筑的风貌管
控上，要抓住传承文化与塑造形象
两个‘牛鼻子’，保持宁波城市独特
的视觉景观和内在气质，为人民群
众创造一个有序的、易识别的城市
景观。”委员们建议，特别在进行街
道建筑立面改造时，要深刻把握传
统地方建筑在构件、色彩、材料和
尺度等各方面特色，将其运用到现
有建筑上，最大限度地还原地方建
筑历史风貌，努力打造有特色的港
城美丽街景。

委员们还点出了“城中村”
先天不足损伤城市街景“颜值”、
树木种植不合理影响盲道通行、
乱摆乱挂灯箱横幅牌匾破坏街景
感观等情况，并建议：一方面要
创新提升街景精细化管理能力，
推进网格化管理模式，积极发动
群众参与；另一方面要构建智慧
协作的街景管理机制，以信息化
为手段，提升城市街景养护的专
业化、精细化水平。

让城市更有“脸面”更有魅力

本报讯 （记者何峰 通讯员
胡章） 记者昨日从市水利局获
悉，我市甬新闸泵站工程、北仑
区梅山水道抗超强台风渔业避风
锚地工程 （北堤） 和甬江防洪工
程东江、剡江奉化段堤防整治工
程 （东江水系整治和生态治理工
程） 三项工程获得 2017—2018 年

度中国水利工程优质 （大禹） 奖。
大禹奖是水利系统国家级最

高奖项，主要奖励水库枢纽、水
闸和泵站、堤防和河道整治、供
水和城市水务等工程中的精品。
据悉，有 40 项工程荣获 2017—
2018 年度中国水利工程优质 （大
禹） 奖。

我市三项水利工程捧回国家大奖

本报讯 （记者包凌雁 通讯
员孙晨春） 记者昨日获悉，第四
次全国经济普查将于 2019 年 1 月
1日正式开始，届时我市1万多名
普查员将上门进行普查登记。

前三次全国经济普查分别于
2004、2008、2013 年进行。第四
次经济普查的标准时点是 2018年
12 月 31 日，时期资料是 2018 年
度资料。普查人员将佩戴普查员

证或普查指导员证于 2019 年 1 月
至4月上门开展普查登记。

市经普办有关负责人表示，
经济普查不但关系到国计民生，
也关系到老百姓日常生活。拒
报、胡乱报都是违法行为，会给
造成普查数据失真，影响经济决
策和政策制定及对行业、群体的
研判。希望广大普查对象对经济
普查给予更多理解、支持和配合。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元旦正式开始

我市万名普查员将上门普查登记

宁波图书馆新馆内景。 （周建平 摄）

本报讯（记者黄合 通讯员勇
祖轩 何凌云） 上月初，在象山县
爵溪街道干部大会上，江西万年县
湖云乡驻爵溪流动党支部书记刘栋
兴，和另２名爵溪最大企业党组织
负责人一起，成为任期 3年的街道
兼职党工委委员。

“一般来说，兼职委员以部
门、企业的党组织负责人为主。”
对这一新情况，象山县委组织部一
开始也顾虑重重：户籍不在本地，
身份只是流动支部里的党务工作
者，作为需要常态化参与地方党委
决策的兼职委员，会不会分量不
够？但爵溪街道的反馈却很坚决。

“这些流动党支部管好了我们
四分之三的人口，对地方经济社会
的发展意义重大。我们需要借助流
动党支部的力量，继续发出‘新爵
溪人’的声音，让党建引领基层社
会治理取得新成效。”爵溪街道党
工委书记朱海成说。

上世纪 80 年代起，乘着改革
开放春风，爵溪以针织服装业为重
点，一步步从边陲渔村发展成为经
济强镇。随后涌入的成千上万名来
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为爵溪成为
全国最大针织品生产出口基地提供
了充沛的劳动力。但这些数倍于本
地人口的流动人口，也给社会治理

带来了压力。
如何将这些“新爵溪人”凝聚

起来，更好地参与“第二故乡”建
设？2005 年，象山县委组织部联
系外来务工人员集中、党员较多的
流出地党委，在爵溪成立了流动党
支部，建立党组织领导下外来流动
党员作用发挥与柔性服务机制。

协调矛盾纠纷、化解劳资纠
纷、听取收集意见……据刘栋兴统
计，11 年间，其所在党支部已排
摸不稳定因素 310 次，接待 21000
人次，成功调处率达 100%。与此
同时，爵溪街道涉及流动人口的矛
盾纠纷案件、刑事案件连年下降，

2017 年还获评省级社会综治先进
集体。

“现在，我们支部的工作重心
已不再是治安维稳，而是关心服务
老乡生活，带动他们从原先的‘不
愿理’变成如今的‘同参与’，积
极投身环境卫生整治、文化建设活
动。”刘栋兴说。

年初以来，在流动党支部的带
动下，爵溪街道完成了 1700 户出
租房的整治，大大减少了安全隐
患，同时建立了一支以流动党员为
主的志愿者队伍，每天早晚高峰时
段劝导电动自行车规范行驶，为文
明城市建设添砖加瓦。

“异乡人”成了街道党工委兼职委员
象山爵溪：流动党支部凝聚基层组织力

本报讯 （记者徐叶） 昨天，
宁波都市报系举行 2018年品牌峰
会暨 2019 年媒体合作年会。会
上，发布了今年由百万读者票选
的各大行业品牌 （分类） 榜单，
回顾了一年多来宁波都市报系发
展融媒的成果，展示了当下新闻
媒体的新产品、新功能和新姿
态。来自宁波社会各界、政府部
门等的300余位代表受邀出席。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新
闻传播速度越来越快，传统的

“一张纸”正在经历翻天覆地的变
化。从“纸”开始，向“云”出
发，从纸媒到融媒的蜕变，契合
了人们对信息的多元需求。

宁波都市报系，是隶属宁波日

报报业集团的独立二级子公司，是
本地覆盖受众范围最广、媒体多元
化种类最齐全的全媒体运营商。

年会上，都市报系着重展示
了以东南商报为核心的财经媒体
集群和以宁波晚报为核心的新媒
体矩阵。目前，东南商报不仅成
立了国研经济研究院东海分院智
库团队，开设“东南财金”，还与
甬商总会开展深度合作，搭建起
甬商宣传的多元化综合性平台。
以宁波晚报为核心的新媒体团
队，在提供精准、及时、多元的
新闻资讯外，还提供新媒体号代
维、新媒体技术、版权维护、杂
志承办、品牌活动、健康养生、
教育培训等一系列的服务。

从“纸”开始 向“云”出发
宁波都市报系举行品牌峰会暨媒体合作年会

昨日，以宁海“十里红妆”为主题的风俗儿童画、组诗系列作品等
在宁海城中小学展出。该校举办“十里红妆”迎新年活动，1300 多名
师生参加。宁海城中小学是一所百年老校，前身为清末端本女子学堂。
该校以红妆文化为特色，开展了“十里红妆”风俗拓展课程。

（陈云松 林华烨 摄）

“十里红妆”迎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