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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正 一 帆 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一年间

就古巴革命胜利60周年
习近平向
古巴领导人致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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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包凌雁 通讯
员陆晶晶 景伟洋） 昨日，市发
改委发布消息，去年我市的省重
点工程完成率达到113%，市重点
工程完成率达到128%，重点工程
成为推动“项目争速”的强劲引
擎。今天，2019全市扩大有效投
资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在杭州
湾新区智能终端产业园举行，全
市 105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在
2019年再次按下“项目争速”的
快进键！

在刚刚过去的 2018 年，省
重点项目超额完成年度投资任
务。列入省重点建设项目的 63
个项目，总投资 2181 亿元，年
度计划投资 292亿元。截至去年
12 月底，累计完成投资 331 亿
元，完成率达到 113%。其中葛
岙水库工程、轨道交通 4号线工
程、南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新
能源项目、中意宁波生态产业园
项目 （一期）、拓普集团年产
150 万套汽车智能刹车系统生产
项目等 48 个省重点建设项目已
超额完成年度投资任务。38 省

道宁海桥头胡至深甽段改建工程等
11个省重点项目已按期完工。

市重点建设项目大幅度超额完
成年度投资任务。2018 年列入市
重点工程建设的项目共 223个，总
投资 5291 亿元。全年累计完成投
资1070亿元，完成率128%。

去年，全市共安排重大前期项
目122个，总投资4314亿元，完成
年度计划目标的项目有 114个，占
比 93.4%，提前开工或转入今年开
工计划的达62.3%。

集中开工，重点展示，既是号
令也是监督。去年全市重点项目计
划新开工 61 个，分上、下半年两
批次分别下达了开工计划，截至
12 月底已实现开工项目 52 个。截
至目前，92 个第五批省、市集中
开工项目已经全部开工；103 个第
六批省、市集中开工项目也已全部
开工。

“去年两批集中开工项目合计
完成投资 879亿元。通过狠抓‘集
中开工’，倒逼督促带动了一批重
大项目早开工、早投资见效。”市
发改委负责人表示。

全市扩大有效投资重大
项目集中开工今天举行
2018年“成绩单”公布：省重点工程完成率
113%，市重点工程完成率128%

本报讯（记者杨绪忠 通讯
员刘刚）2018 年，东部新城完成
投资 160.4 亿元，建成图书馆新
馆、城展馆等 32 个项目，开工中
央公园、明湖北工程等 13 个项
目，呈现强劲的开发态势。

重大项目加快推进。宁波中
心 409 米超高层项目正式开工；
城市之光 450米超高层项目即将
开工；效实中学东部校区、宁波眼
科医院、鄞州人民医院东部分院
陆续投用；世界中华宁波总商会、
日本阪急阪神商业项目基本建
成；29 万平方米的宏泰广场南区
完成主体结构；国华金融大厦正
在安装幕墙；城市之光 200 米副
塔、富邦大厦正在进行地下室结
构施工；东片区九年一贯制学校
正在桩基施工。

产业发展好戏连台。上月中
旬，泰康保险集团拿下东部新城
百丈路地块，将投资 50 亿元打
造集医疗、养老、商业、文化、休
闲娱乐等多重功能的城市核心
区医养综合体，采用“养老社区+
医院”的模式，建设泰康之家·甬
园和符合 JCI国际认证标准的三

级专科医院。此外，宁波东部科创中
心首期8.45万平方米办公空间及公
共服务设施完成装修，即将启用，
22 个“3315”人才团队预计今年初
陆续入驻；时尚创意、智能经济、大
健康“三大特色集聚区”建设初见
成果，博洋宁波时尚产业中心、申
洲研发设计中心、敏实控股总部已
签约落地。

要素保障攻坚克难。东部新城
指挥部从前期规划、拆迁清零、土地
出让、建设融资等多方面着手，确保
开发建设需要。为加快宁波中心和
城市之光两栋超高层项目实质性
建设步伐，指挥部积极牵头协调市
区两级发改、规划、住建等部门，解
决超高层项目分阶段领取规划许可
证、施工许可证难题，开创了宁波分
段审批的先河，使项目开工时间比
原计划整整提前了一年。

“今年，我们将紧扣打造宁波国
际化都市先行区的发展目标，加快
实现从硬建筑向软环境的全面过
渡，力争在展示城市形象、集聚高端
要素、完善公共配套、塑造宜居环境
上走在城市高质量发展前列。”东部
新城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东部新城
去年完成投资160亿元
已建成项目32个，开工13个

本报讯 （记者汤丹文 朱宇
通讯员甬体轩）“我们都在努力奔
跑，我们都是追梦人”。新年首
日，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郑栅洁
与近万名市民如约相聚宁波国际会
展中心，参加一年一度的元旦迎新
年群众健身长跑活动。

施惠芳、刘长春、褚银良、翁
鲁敏、许亚南、张明华也参加了健
身长跑活动。

清晨 6时多，以健身长跑庆祝
新年到来的市民，冒着严寒早早来
到会展中心。现场人头攒动，热烈
的气氛驱走了空气中的寒意。他们
中不乏参加了 10 多年迎新长跑的
跑友，还有许多家庭更是一家三口
前来参与，也有一大早从舟山等地
自驾过来跑步的人们。

在热身暖场表演之后，7时 30
分许，近万名市民从会展中心1号馆
前广场出发，开始了健身长跑。浩荡
的人群途经会展路、河清北路、宁东
路、江澄北路，再返回前广场。

市民崔鲁勇率先冲过终点，用
时 16 分 18 秒。他告诉记者，他的
新年愿望是个人马拉松成绩能跑进
3小时。

里约奥运会举重冠军石智勇也
来参加活动。他向宁波市民表达了
新年的祝福，并表示希望在今年的
比赛中特别是 4月份在宁波举行的
举重亚锦赛中，能够取得好成绩，
回报宁波人民。

作为坚持了 36 年的传统迎接
庆祝新年活动，今年我市元旦长跑
活动有着特殊意义。2019 年，将
迎来新中国七十华诞，也是我市深

入推进“六争攻坚、三年攀高”行
动的关键之年。以迎新长跑为新年
开端，发扬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精
神，坚定信心，追求卓越，奋力奔
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做新时代

的追梦人，这也是许多跑友的心
声。

迎新长跑结束后，许多市民还
兴致盎然地参观了现场的宁波体育
成就展，并逛了具有宁波“非遗”

特色的新年集市。
本次活动由市体育局、市直机

关党工委、市教育局、市卫计委、
市总工会和团市委主办，宁波万科
企业有限公司承办。

努力奔跑 奋力追梦

迎新年群众健身长跑活动举行
郑栅洁与万名市民跑进新年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鄞州区
委报道组张绘薇 杨磊） 前不久，
博格华纳与姜山镇就排放及热能系
统全球研发中心这一项目进行商
议，仅用了半小时便确定了合作意
向。作为全球汽车零部件行业的前
驱者，博格华纳致力为内燃机、混
合动力以及电动汽车领域提供清洁
高效的驱动系统解决方案。

“我们的新工厂去年 3 月已在
姜山开工，业务量持续增长，加上
政府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使得公司
更倾向于将研发中心落户姜山。”
该公司亚洲区总经理克里斯·兰克
说。

主动应对宏观形势变化，鄞州
调整思维方式、创新工作模式，加

速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
革、动力变革。“好项目，是拼出
来 的 。 我 们 打 造 一 流 的 营 商 环
境，加快‘招商革命’，解决‘项
目从哪里来’，争抢更多‘俊鸟’
来鄞州筑巢。”鄞州区有关领导表
示，高端装备制造是经济新形势
下 实 现 产 业 转 型 升 级 的 重 要 载
体 。 按 照 产 业 转 型 升 级 总 体 要
求，全区组建 15 支部门招商小分
队，由区里主要领导带队，积极
发挥各自领域资源优势，大力开展
精准招商。

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激发区域
经济活力。去年以来，盛吉盛半导
体科技、高世代电子纸等 9个高端
制造项目已落户鄞州。光芯片是光

通信的核心，目前高端光芯片基本
被国外厂商垄断。前不久，高端光
通信用光芯片项目正式签约。该项
目具有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市场
前景良好。“这次签约开启了高端
光芯片企业产业化的历程，鄞州是
个创业投资的好地方。”建新赵氏
集团董事长赵国行说。而总投资
80 亿元的高世代氧化物 TFT 电子
纸项目也于去年 11 月底落户鄞州
经济开发区，是全国首条电子纸产
业化生产线项目。该项目除了分步
建设生产线外，还将建设新型显示
国家重点实验室及国家级创新中
心，建成后年产值在 140 亿元左
右。

集聚闲散资源，为优质项目腾

出更大空间。该区通过“扫楼”
“扫地”“扫厂”，唤醒沉睡资源，
集中精力引进带动力强的优质项
目；依托特色小镇、小微产业园、
电商园等，吸引产出见效快、综合
效益好的产业项目。在“最多跑一
次”“零跑腿”的基础上，去年 8
月，该区外资备案首次打破信息孤
岛，实现了部门间数据共享的“一
口办理”。

去年1月至11月，鄞州区新设
外商投资企业 98 家，合同利用外
资 7.2 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 6.81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44%，总量
居全市第二；引进市外内资项目
34 个 ， 实 际 引 进 内 资 125.56 亿
元，总量居全市第一。

牵手高端制造 激活区域经济

鄞州：营商环境跃升引聚“俊鸟”来栖

迎新年群众健身长跑活动现场。 （胡龙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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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高标杆扬长补短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员
谢挺 北仑区委报道组支鸣飞） 在
N1 产线上，一块块晶圆经过多道
工序精密加工，变成了一颗颗芯
片，这些芯片将应用在手机、电
脑等各种智能装备领域。日前，
中芯集成电路 （宁波） 有限公司
历经 7 个月的建设，200 毫米特种
工艺 （晶圆/芯片） N1产线正式投
产。

“项目能这么快投产，得益于
政府的大力支持。”中芯国际执行
董事、中芯宁波董事长高永岗如此
感慨。中芯国际集成电路芯片制造
是北仑引进的重点项目。为尽快满

足企业建设需求，北仑国土部门根
据低效用地再开发政策，盘活了弘
讯科技在小港装备园区的 2万多平
方米闲置厂房，通过租用形式，满
足中芯集成电路 （宁波） 有限公司
一期项目建设需求。这既节约了新
增用地空间，又盘活了闲置厂房资
源，及时满足企业建设需求。与此
同时，当地政府帮助企业加快新建
厂 房 用 地 报 批 和 出 让 ， 根 据

“3511”产业用地政策，中芯集成
电路 （宁波） 有限公司竞得柴桥芯
港工业地块 192亩土地，用于二期
项目，目前已开工建设。

北仑从临港工业起步，到如今

全力开展“两整两提”专项攻坚行
动、实施“双城”发展战略，这当
中，民营企业功不可没。据统计，
北仑当前有 14 家上市公司，民营
企业占11家。超过8万家的民营企
业，贡献了全区 65%的工业总产
值、63%的工业利润总额，提供了
80%以上的社会就业岗位。

拿出“真金白银”，为民营企
业 创 造 优 质 的 发 展 “ 生 态 圈 ”。
2017 年，该区出台了促进产业结
构调整的相关政策，从企业减负、
化解风险等方面，频频送出政策

“大礼包”，引导企业向“微笑曲
线”两端延伸，增强企业核心竞争

力，让企业走得更远。
政策“红利”不断的同时，北

仑积极开展精准帮扶，为企业降本
减负。宁波塔奥地通汽车部件有限
公司，在去年“小升规”企业按规
定临时下浮社保缴费比例中，减征
一个月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
保险单位缴费部分社保费 38.2 万
元。同时，该公司还能享受到降低
工伤保险、失业保险费率以及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比例从11%
降低到 9%等减负政策。该公司去
年社保减负合计达 107.7 万元。去
年以来，该区依托社保政策，已为
企业减负2.5亿元。

北仑：打造民企优质发展“生态圈”

再生资源回收，
能否顺利迈向“智能时代”？

象山九旬老人
手不离锄“悟出”养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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