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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孙佳丽 通讯员
秦羽） 美诺华医药创新研究院日前
正式投入使用。这个设立了 5亿元
创投基金的研究院将引进、培育围
绕药物新材料的技术和新产品创业
团队项目，打造药物新材料产业集
群。据悉，这是宁波高新区第二家
由龙头企业组建的新型研发机构。

推动高校院所、龙头企业组建
市场化运行的新型研发机构是宁波
高新区科技争投工作的一个抓手。
记者了解到，今年初，宁波高新区

提出“五引领五倍增”科技争投目
标，即到 2020 年，力争实现全社
会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等 5 个指
标位于全国高新区或者全市前列，
全社会研发投入等5个指标在2017
年基础上达到倍增。

今年，高新区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数、发明专利申请量等多个创新
指标已实现倍增。其中，技术交易
额达 12.25 亿元，同比增长 211%，
全社会研发投入同比增长预计超过
20%，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45件。
多个创新指标翻番离不开平台

的支撑。今年，宁波高新区成功获
批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入选
国家首批“打造特色载体推动中小
企业创新创业升级”创建名单，成
为宁波市首个国家国际技术转移中
心、宁波市首个省级产业创新服务
综合体。

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高
新区把政策先行先试的优势落到了
实处，从“四个 1000 万”支持高
层次人才创业、“三个 5000万”支
持高端研发机构引进，到设立区级
重大科技专项并实施项目管理改
革、支持重大自主创新产品首购首
用，以及设立 50 亿元科技成果转
化引导基金等 8个方面加大创新创
业政策支持力度。

高新区专门划出 3.1 平方公里
建设宁波软件园，打造“工业软
件+新兴领域软件+服务领域软
件”的特色软件产业发展体系，加
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甬江软
件谷、智慧互联湾”，为宁波制造
业的转型升级提供强大动能。目
前，华为、旷视、和利时、中软国
际等 4家软件企业巨头发布相关项
目信息，9个项目签约落户。

“在快速发展过程中，高新区
创新主体的引进培育力度仍需进一
步加大，创新平台发展能级仍需进
一步提升。”高新区管委会相关负
责人说，下一步，高新区将以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为统领，加快
推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和科产城融
合高质量发展，打造国际一流的新
材料和智能制造创新中心。

高新区“五引领五倍增”助力科技创新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数、发明专利申请量等指标实现倍增

拉高标杆扬长补短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

科技争投看实效

政协在场·城市精细化管理
记者 龚哲明

“城市管理应像绣花一样精
细”。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城市精
细化管理提出的要求。“只有让市
民从‘吃瓜群众’变成直接参与
者，城市管理‘绣花’般精细的目
标才能实现。”市政协监督调研组
的委员们如是说。

“过去常存在政府拼命干，群
众却在一边做‘看客’的现象。除
了宣传发动力度不够之外，城市
管理没有贯彻精细理念，没有瞄
着问题去、奔着解决干也是很重
要的因素。‘人民城市人民管，管
好城市为人民’，这句口号喊了很
多年却没有很好落实，原因之一
可能就在这里。”

委员们建议，各级政府要按
照共建共享的理念，不断优化城
市管理模式，通过政府主导，企业
单位、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众共
同参与，使城市管理的“每一针”

“每一线”都对准居民需求。
优化城市管理模式，就像穿

针引线一样，不仅要细致认真，还
得心灵手巧，需要把精细化管理
的理念、手段、要求融入我市行政
体制、法律规范、基层自治、社会
参与等各方面的制度机制设计、
运行和保障中。不少委员表达了
个人看法。

好的城市管理模式，离不开
适宜的法规支撑、体制保障。委员

们建议，要加快推进城市管理法规
体系建设，适时编制《宁波市城市管
理条例》，补齐城市管理综合性法规
缺失的短板，同时按照精细化管理
的要求，及时对现行的相关专业性
法规进行修订完善，补上新增内容，
删减过时内容，修改模糊内容，切实
增强依法管理的针对性、时效性、实
效性。要完善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城
市管理综合协调体系，明确区县

（市）管理主体责任，夯实乡镇（街
道）工作基础，促进条块融合。

好的管理模式，应该促进资源
优化配置和社区自治功能提升。委
员们建议，要按照“人随事走，财随
人走”原则优化资源配置，壮大工作
力量，提高管理标准，推进依法管
理、综合治理。要改进社区建设，提
升自治功能，同时推动执法部门进
小区，切实解决综合执法的“最后一
公里”。

“人民群众是推动城市精细化
管理的重要力量。要创新公众参与
平台，积极开展各类群众性示范创
建活动，建立‘全民网格员’工作机
制，开展体验式的参与活动，让市民
深刻体会到城市管理的不易，养成
文明有序的风俗，参与身边的服务
工作。”委员们表示，还要积极培育、
引进、引导城市管理相关专业领域
的社会组织，推进公共服务社会化，
提高城市管理服务的效率和水平。

只有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才能
最终实现“绣花”般精细的城市管理。

全民参与
实现“绣花”般精细管理

本报讯（记者张正伟） 面对
镜头，拍照比对，开闸放行。昨天，
蒋氏故居、雪窦山的 10个景点正
式启用人脸识别系统，简化入园
流程，缩短检票时间。据悉，溪口
景区是我市首个采用人脸识别技
术检票的景区。

溪口景区此次用的是全球景
区行业领先的“一对多”人脸识别
算法，游客在购票时录入人脸信

息，检票时通过机器识别“刷脸”参
观。这种云计算技术使景区能够轻松
应对每日数十万名游客入园需求，不
会出现流量爆表时入园难的窘况。

市旅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人
脸识别技术不仅能帮助景区快速检
票，还能通过大数据分析，设计定制
化产品和开展个性化营销，为游客
增添更多精彩体验，接下来将在全
市景区推广。

面对镜头 拍照比对 开闸放行

溪口景区全市首用人脸识别技术

本报讯（记者周燕波 通讯
员钱鑫） 昨天，位于宁波文化广
场的梨枣书店开业迎客。这是由
宁波文化广场全资打造的一家大
型综合性书店。

梨枣书店地处宁波文化广场
刚开辟的全新综合体“河清坊”区
域，占地近 1600 平方米。梨枣书
店针对城市中追求生活品质、重
视精神需求的文艺爱好者，围绕
阅读、艺术、生活、美食等主题，打

造了一个集图书、文创、亲子、文娱、
艺术展览、咖啡轻餐等于一体的综
合性阅读体验、文化休闲空间。书店
拥有3万多册图书及1200余种文创
产品，涵盖文学、艺术、经济、生活、
科技等门类。

作为浙江省第一家与国内著名
图书销售网站当当网合作的实体书
店，梨枣书店对读者、顾客最大的
吸引力在于它与当当网图书实行线
上线下同价的优惠政策。

文化广场新开一家实体书店
与当当网合作，实行线上线下图书同价

梨枣书店一角。 （周燕波 摄）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通讯
员吴宙洋 胡凯） 昨天上午，网
剧《殿下攻略》在象山影视城开
机，剧中主创纷纷亮相。这是影视
城自开城迎客以来的第 1000 个
拍摄剧组。

据了解，《殿下攻略》讲述一
对青年男女穿越到古风游戏里，
在完成游戏任务时萌生的各种故
事。该剧主要在影视城九州客栈、
庄姬府、屠岸府、唐城等地取景拍
摄，周期3个月。

自 2005年开城以来，象山影
视城陆续建起神雕侠侣城、春秋

战国城、民国城及唐城，并加大摄影
棚集群建设，影棚面积居全国首位，
可满足大型古装剧组、网剧和网络
电影的置景需求。同时，不断推进影
视制作工厂化和群演规模多元化，
逐渐完善场景制作、服装道具、群众
演员、吃住服务等影视配套产业链，
全面服务剧组拍摄。

截至目前，象山影视城已累计
接待拍摄《琅琊榜》《芈月传》《三生
三世十里桃花》等 1000 部影视作
品，影视拍摄数量位居全国第二，并
荣获中国十大影视基地等荣誉称号
280余个，品牌价值达90.7亿元。

象山影视城喜迎第1000个剧组

记 者 王晓峰
通讯员 胡佳晓

张福干，名字中有一个“福”
字，又有一个“干”字。人如其
名，在同事中他有一个独特的别
称——“敬业福”，这是一步一个
脚印干出来的：“福干，福干，要
人民群众幸福满意，就要努力地去
干。”

张福干如今是北仑公安分局大

碶派出所坝头社区警务室民警。曾
经，在军营，他扎实肯干，将一腔
赤诚献给了祖国的国防事业，被部
队荣记三等功两次；如今，在社
区，他忠于职守，将自己的满腔热
情都浇灌在这片“责任田”上，先
后4次受到北仑公安分局嘉奖。

张福干是 2006 年 10 月从部队
转业参加公安工作的。一到派出
所，他就“干”上了社区民警的
活。

平时注意听、认真看、用心
记，还在办案的法律程序，审查的
方法、策略方面尤为留意，处处做
个有心人。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
张福干很快成为社区警务组里的骨
干力量。如今，所里新来的军转干

部或改任社区工作的民警会先到张
福干的辖区去“拜师”，用心学习
感受张福干的工作方式方法。几年
下来，已有多名民警从他那边“毕
业”。

张福干针对社区旅馆多、网吧
多、人员杂等特点，采用日常检查
和突击检查相结合、一般检查和重
点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加大对辖区
旅馆、网吧等场所行业的检查力度
和频率。用他的话说，就是要“用
脚步丈量民生、用热情温暖民心、
用汗水收获民意”。

在社区警务工作中，调处纠纷
是常有的事。张福干专门购买了心
理学和交流技巧方面的书籍，又仔
细学习了《民法通则》及一些民事

审判案例，并在实际工作中不断锤
炼自己的调处水平。10 多年来，
张福干合理妥善地处理了群众纠纷
近千起。在大碶派出所，他是公认
的“调解高手”。

从警 10 多年来，张福干扎根
社区、埋头苦干，情牵百姓、创新
服务，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
凡的业绩。他因工作业绩突出，被
省公安厅荣记二等功。2016 年 6
月，他被北仑公安分局推选为全省
公安机关“千名好民警”候选人。
2017年7月，在北仑区举行的建军
90 周 年 庆 祝 大 会 暨 北 仑 区 首 届

“军民融合情暖港城最美人物”颁
奖典礼中，他被评为北仑区“最美
退伍军人”。

张福干：“敬业福”是干出来的

昨晚，第五届宁波市民文
化艺术节的系列活动之一——

“华茂教育杯”2019 宁波少儿
春晚在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举
行。

图为演出现场。
（周建平 摄）

少儿
春晚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
陈茹霞） 小吃市集、“天一荟”演
出、香包制作、非遗布艺展……昨
日，庆事安俗系列活动第七期之

“安好”在庆安会馆拉开帷幕，
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前往。

探寻海事文化足迹，镌刻庆
安岁月流年，庆事安俗“一带一
路”海事民俗系列活动自 2018
年 4月开展以来，已经举行了渔
歌畅想、传书承艺、端午声香、
万物有灵、山海之色、星辰笙辉
等主题活动，赢得了广泛关注和
诸多赞誉。

在 2018 年 的 终 章 “ 安 好 ”
活动上，庆安会馆安排了一系列
有趣的文化活动，不仅有精彩的

“天一荟”演出，还有新奇有趣
的创意衍生品。戏台上，精彩的

文艺演出赢得阵阵喝彩，宁波老
字号小吃及庆事安俗创意衍生品
吸引游客驻足购买，参与趣味打
卡活动的游客，还获得了精美礼
品——安好 2019 明信片年历一
份。

庆安会馆还展出了 100余件
台湾布袋戏人偶，这些人偶来自
由台南善化庆安宫引进的苏俊颖
木偶剧团。这是一支年轻的木偶
剧团，勇于挑战，充满新意，
他们曾把中国台湾地区盛产的
水果、流行文化与卡通角色，
变身为剧中人，受到年轻观众
的青睐。庆安会馆第八展厅还
系统介绍了国内各地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木偶戏，如辽西木偶
戏、漳州布袋木偶戏、泉州提线
木偶戏等。

庆安会馆
举行迎新民俗活动

本报讯 （记者何峰） 昨天，
在宁波书城广场，人声鼎沸、蒸
汽氤氲，在这里开幕的 2018 中
国 （宁波） 休闲博览会成为市民
元旦假期的好去处。

本次休博会上，美食唱起了
主角。既有“红美人”、“象山
青”、草莓等当季水果，也有蛏
子、血蚶、牡蛎等时令海产品；
既有天胜农牧、时代海通等农场
和农家乐种植的有机蔬菜，也有

冯恒大和王升大等老字号生产的
年糕；既有灰汁团、水塔糕、麻
糍、汤团、萝卜团等寻常美食，
也有印糕、冲管糖、年糕饺等平
时难得一见的宁波老底子味道。
但人气最旺的，莫过于梁弄大
糕、宁海水晶汤包、北仑塔峙大
阿嫂青团等进行现场制作的美
食。

各个景区、农家乐和民宿在
休博会上举行了优惠促销活动。

休博会美食飘香

现
场
制
作
梁
弄
大
糕
。

（
何
峰

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