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和宁波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
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聚焦“八八战略”再深
化、改革开放再出发这一主题，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
水平开放，全面落实“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深入开展“六争攻坚”行动，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着
力激发微观主体活力，统筹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工作，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为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打下决定性基础，以优异成绩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今
年
经
济
工
作

总

体

要

求

总第15835期
今日12版 农历戊戌年十一月廿九 明日小寒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3-0003

中共宁波市委机关报 新闻热线：87000000
www.cnnb.com.cn

NINGBO DAILY

2019年1月 日 星期五4
天气：今天阴有雨，雨量小到中等；偏东风3级；7℃－10℃

明天阴有雨；东北风3级
今日市区空气质量预测：良

甬派新闻客户端 中国宁波网手机版

记者 冯 瑄

昨日，市委经济工作会议在市
行政会议中心热烈举行。一大早，
夏崇耀、周辞美、李伟平等 70 多
位宁波民营企业家陆续走进会场。
他们步履匆忙，脸上却洋溢着热切
期盼。

“对宁波来说，要抓住用好国
家战略交汇的机遇、改革试点叠加
的机遇、区位优势凸显的机遇和要
素加速集聚的机遇……机遇就在眼
前，关键要抢抓善用……”会议间
隙，采访浙江吉利汽车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李伟平时，他正在认真地做
着会议记录。

李伟平已连续几年参加市委经
济工作会议。“今年的会议开得特
别及时。去年宁波 GDP 突破 1 万
亿元，让人深受鼓舞！”李伟平
说，这是全市上下攻坚克难共同努
力的成果。让他感触更深的是，市
委市政府搭平台、创机遇、造氛围
和强服务，全心全意助力民营企业
高质量成长。

李伟平告诉记者，作为宁波汽

车产业的龙头企业，吉利汽车在未
来两三年的布局会更大更广。吉利
将抢抓新机遇，苦练内功，做强做
大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特别要进一
步加大研发投入，提高创新能力，
未来在宁波的吉利汽车研发人员有
1 万多名。“尽管去年汽车行业遇
冷，但暴雨中才能发现哪里漏雨，
才能更好补短板、促转型。吉利有
信心，成为带动宁波汽车产业向

‘万亿级’挺进的重要引擎，为宁
波加快创建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示范区贡献绵薄之力。”

民营企业如何抢抓机遇，实现
高质量发展？宁波东方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夏崇耀认为，市委经济工
作会议传递出了不少积极信号。报
告详细精准梳理了宁波面临的新机
遇，务实又接地气，下一步企业要
专注主业不动摇，支持创新不动
摇，争做海洋装备产业的引领者。
他说，企业当前所取得的成就正得
益于多年的技术创新，在宁波加快
建设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机遇之下，
东方电缆会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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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机遇 强信心 再奋进
——市委经济工作会议侧记

本报讯 （记者朱宇 徐展新）
昨天上午，市委召开经济工作会
议。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郑栅洁
出席会议并讲话。

裘东耀作具体部署，余红艺、
杨戌标、宋越舜等出席会议。

郑栅洁指出，过去一年全市各
级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和
宁波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
委推进“八八战略”再深化、改革
开放再出发的决策部署，抓机遇、
用机遇，大力推进“六争攻坚”，
推动经济发展保持了总体平稳、稳
中有进的态势。当前，我市经济运
行中的风险和困难明显增多，经济
下行压力有所加大，但要善于从长
期大势看当前形势。特别是要深刻
领会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用
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要论述，增
强意志力、洞察力、行动力，始终
保持“六争攻坚”的状态，抓住用
好一切重要机遇，推动宁波高质量
发展之路越走越稳健，越走越宽
广。

郑栅洁强调，今年是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也是高水平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关键之年，做好今年经济
工作至关重要。要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该稳的要坚决稳住，进
一步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
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工
作，用稳来保障进；该进的要积极
进取，全面贯彻落实“巩固、增
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坚定
不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进
来支撑稳，确保顺利完成全年预期
目标。

郑栅洁明确了今年经济工作七
方面重点任务：要全力以赴创建国
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加快
打造现代产业集群，持续扩大产业

投资，迅速提升数字经济实力，做
大做强生产性服务业，增强产业竞
争力。要全力以赴建设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全面启动甬江科创大走
廊建设，加快引进集聚各类创新要
素，积极构建创新生态圈，奠定高
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要全力以赴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纵深推进“最
多跑一次”改革，扩大“亩均论英
雄”改革成果，引导推动金融回归
服务实体经济本源，真心实意支持
和服务企业发展，增创体制机制新
优势。要全力以赴推进全方位开放
合作，积极拓展对外开放空间，全
面加强区域合作，主动开发国内市

场，增强开发利用两个市场、两种
资源的能力。要全力以赴提升城乡
融合发展水平，扎实推进新型城市
化，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断
完善城乡基础设施，让宁波城乡更
加宜居、更有魅力。要全力以赴打
好三大攻坚战，在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促进低收入百姓增收、污染防
治上取得更大进展、更好成效。要
全力以赴保障和改善民生，重视做
好稳就业、优服务、保平安工作，
不断增加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
和安全感。

郑栅洁强调，各级党委要把党
的领导贯穿于经济工作的各个方

面，确保政令畅通，大兴实干之
风，提高能力水平，汇聚发展合
力，营造良好氛围，更好发挥党把
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重要作
用。要加快招商引资、招才引智、
项目建设、企业解困、政策落实等
工作的节奏和进度，以非常之功确
保实现一季度良好开局。

裘东耀在部署工作时强调，要
聚力“强实体、壮筋骨”，大力发
展产业集群，培育数字经济，淘汰
落后产能，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
服务业深度融合，做强市场主体，
加快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聚力

“强支撑、增后劲”，充分发挥投资

的关键作用、消费的基础作用，积
极拓展国内需求市场。要聚力“强
创新、添动能”，打造支撑科技创
新的新平台，构建服务创新创业的
新生态，培育助推产业提升的新引
擎，深化创新驱动发展。要聚力

“强活力、创优势”，深化市场化改
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改革开
放新格局。要聚力“强弱项、补短
板”，打好三大攻坚战，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为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收官打下决定性基础。要聚力

“强能级、提颜值”，落实长三角一
体化国家战略，加快“四大”建
设，推进旧城改造和城中村改造，
提升城市功能品质。要聚力“强底
线、保基本”，做好富民惠民安民
工作，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
谐稳定。要抓好岁末年初各项工
作，全力稳增长稳投资稳企业，确
保一季度实现“开门红”。

市级领导班子成员、各区县
（市） 党政正职，市直及部省属驻
甬单位主要负责人，市各民主党
派、工商联主要负责人，企业家代
表等参加会议。

郑栅洁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攻坚之势抓住用好重要战略机遇
以优异成绩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裘东耀作具体部署 余红艺杨戌标宋越舜等出席

本报评论员

市委经济工作会议，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二中、三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总结去年全市经济工作，深入
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今年
经济工作，提出以攻坚之势抓住用
好重要战略机遇，以优异成绩庆祝
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宁波作为开放门户、制造大
市，外向度高、出口量大，对世界
大变局更为敏感，对各种发展机遇
更加渴求。在 2017 年 12 月的市委
经济工作会议上，市委就把抢机遇
摆在“三抢”的第一位。2018 年
春节过后的第一个全市性大会——
推进“六争攻坚”动员大会，又明
确提出要把发展机遇变为发展优
势。一年来，全市各级深刻领会习
近平总书记对浙江和宁波工作的重

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推进“八八
战略”再深化、改革开放再出发的
决策部署，抓机遇、用机遇，大力
推进“六争攻坚”，推动经济保持
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态势，进
一步夯实了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事非经过不知难。在经济下行
压力逐渐加大的情况下，能够取得
这样的发展业绩实属不易。在总结
成绩的同时，必须看到，当前我市
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风
险和困难明显增多。变局之中往往
挑战最大、机遇也最大。风险和困
难会影响一时的经济发展，但又往
往与机遇同生并存。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概括提出了
5个新机遇，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也
分析了我省的5个新机遇。

除了这些共性机遇，宁波还拥
有 4 方面个性机遇。一是国家战略
交汇的机遇，“一带一路”建设、长江
经济带建设、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
展等国家战略都在宁波交汇；二是
改革试点叠加的机遇，现在已有

127 项国家和省级重大改革试点在
宁波落地，今后还会更多；三是区位
优势凸显的机遇，未来几年宁波将
陆续建设一批跨区域的铁路、高速
公路，谋划建设机场四期，大交通体
系将进一步增强宁波辐射国际国内

“两个扇面”的能力；四是要素加速
集聚的机遇，强大的实体经济和港
航物流实力，使宁波成为许多与制
造业相关的企业、院校、科研院所重
点布局的城市，宁波先进制造业和
生产性服务业将迎来大发展时期。

机遇就在我们面前，关键是要
抢抓善用。全市上下要深刻领会把
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用好重要
战略机遇期的重要论述，始终保持

“六争攻坚”的状态，抓住用好一
切重要机遇。

改革开放 40 年，我们就是在
不断应对挑战、把握机遇中发展壮
大起来的。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我们要增强意志力，善于从
长期大势认识当前形势，保持战略
定力，坚定必胜信念，坚决打好危

中求机、化危为机的主动仗。机遇
无时不有，就看我们是否善于研
判、能否抓住并利用。我们要增强
洞察力，加强分析研判，不断提高
发现机遇、捕捉机遇的能力，不能
让机遇近在面前了还茫然不知、无
动于衷。机遇稍纵即逝，瞻前顾
后、犹豫不决，就会让机遇从眼皮
底下溜走。我们要增强行动力，对
认准的事、必须解决的问题要敢于
决策、定调、拍板，决不能“前怕
狼后怕虎”或者等一等、看一看。
对中央决策、省委部署、市委要
求，必须即知即行、迅速落实，决
不能“一直在路上”。对需要参与
配合的工作，必须勇于担当、协同
推进，决不能互相推诿扯皮甚至人
为设置障碍。

“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
也。”让我们增强抓住用好重要战
略机遇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干
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努
力奔跑，以优异成绩庆祝新中国成
立70周年。

抓住用好一切重要机遇
——一论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38 万公里很远，远到人类文明从未在月球背面留
下印记；38 万公里很近，昨天，中国在“蟾宫后院”
折桂。经过26天的漫长飞行，1月3日10时26分，嫦娥
四号探测器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预选着陆区，并通过

“鹊桥”中继星传回了世界第一张近距离拍摄的月背影
像图，揭开了古老月背的神秘面纱。此次任务实现了人
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首次月背与地球的中继通
信，开启了人类月球探测新篇章。

新华社发
（国家航天局 供图）

在那月亮的背面
人类文明留下印记 本报讯（记者徐展新 海曙区

委报道组续大治 通讯员孙勇） 1
日，在位于海曙区的宁波帅特龙集
团内，总经理励春林看着即将发往
一汽大众的新年第一单表示：“这
款遮物帘拥有 5项专利，是今年企
业的拳头产品，25 万件的产能将
为企业利润带来新的增长点。”

海曙制造业企业因持续转型升
级赢取的红利成功向前冲、实现加
速跑。

专攻磁控溅射靶材的森利电子
与台玻集团签订了总价超过 40 万
元的新订单，新年伊始就忙碌着生
产和发货，同时布局薄膜太阳能电
池“蓝海市场”的计划也逐步启
动；高性能锂电池制造企业新思创
最新下线的 600 辆锂电池电动汽
车，将在 1 月 5 日发往美国市场，总
经理徐永纪说：“车上安装了企业独
创的高性能、高寿命PACK电池包，
可充电次数约为同类产品的四倍。”

去年以来，海曙深入开展以传
统制造业智能提速、科技领航攻
坚、产业平台升级为主要内容的

“转型升级提质年”活动，破解土
地资源紧缺、劳动力成本上升等问
题，一批优秀企业列入省隐形冠军
培育企业名单、市“三名”企业培
育试点。去年1月至11月，全区制
造业实现增加值143.71亿元；规上
工业企业高新技术产业、数字经济
核 心 产 业 增 加 值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3.4%和 11%。此外，138家有需求
规上企业已完成智能化改造诊断工
作，提前一年实现智能诊断全覆盖
目标。

转型升级带来的甜头多多，海
曙企业新一年发展信心满满。“今
年我们将谋划建设数字化车间二期
工程，遮物帘流水线就在其中。”
励春林笃定地说。

“今年，海曙将持续深入开展
‘产业争先’‘科技争投’，借力宁
波市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宁波工
业互联网研究院、宁波清水湾智能
技术研究院、上海交大宁波人工智
能研究院等高端平台，全力打造全
省数字经济发展先行区。”海曙区
经信局负责人说。

“第一单”里信心足

转型升级红利助海曙企业向前冲

38万公里征程 26天跋涉

嫦娥四号昨天上午成功着
陆并传回世界首张近距离拍摄
的月背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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