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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易鹤） 昨日下
午，副省长王文序来甬召开座谈
会，就省政府工作报告征求部分
在甬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和
宁波市政府、部分区县（市）政府
的意见建议。许亚南参加。

座谈会上，钟建波、王晓
菁、杨丽华、钱燕珍、郭强、张
月、徐斌、傅静君等代表、委员
和有关区县 （市） 政府负责人积
极建言献策。大家认为，省政府
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主题主线

“明”、总结成绩“实”、目标导
向“准”、工作举措“新”，思想
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强。同

时，大家围绕加快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深化改革开放、打好三大攻坚
战、推进“四大”建设、提升社会
事业发展和民生品质等提出了许多
意见建议。

王文序认真听取了大家的发
言，并和与会人员互动交流，感谢
大家一直以来对省政府工作的关心
支持。她说，大家会前做了充分准
备，提出的意见建议既有高度又接
地气，省政府将认真梳理研究，有
的将直接吸收采纳，有的将体现在
今后政府工作中，积极回应大家的
期盼和关切，努力推动我省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

省政府在甬召开座谈会
征求对省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建议

本报讯 （记者吴向正 易
鹤） 昨日下午，市人大常委会与
市政府就 2019 年重点工作进行
面对面对接。市委副书记、市长
裘东耀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余红艺主持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领导翁鲁敏、
胡谟敦、王建社和市政府领导陈
仲朝、刘长春、卞吉安、陈炳荣
参加。王霞惠、张良才分别通报
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今年重点
工作安排。与会领导围绕做好工
作对接、抓好工作落实等进行深
入交流，形成广泛共识。

裘东耀首先感谢市人大及其
常委会一直以来对市政府工作给
予 的 监 督 和 支 持 。 他 说 ，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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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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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
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
和市委的决策部署，聚焦“八八
战略”再深化、改革开放再出发
这一主题，抓住用好重要战略机
遇，精准落实发展举措，认真倾
听群众呼声，共同推动宁波走在

高质量发展前列，以优异成绩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裘东耀指出，市政府将切实加
强与市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对接，自
觉接受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
充分听取代表的意见建议，不断提
高代表建议办理水平。希望市人大
及其常委会一如既往关心、监督和
支持市政府的工作，帮助我们把各
项工作做得更加符合实际、更加切
合民意、更加富有成效，共同推动
宁波经济社会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
突破、新发展。

余红艺指出，年度重点工作对
接会这一形式，对共同落实好中央
和省市委重大决策部署，提高人大
行权的精准性和有效性，起到了很
好的推动作用。今年，市人大常
委会的立法和监督等工作任务比
较重。希望以对接会为契机，市
人大常委会与市政府进一步密切
沟通，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人
大的立法保障、监督推动、决定
支 撑 等 作 用 更 加 到 位 、 更 加 有
效，政府工作在促改革发展、聚
代表合力、强民意基础等方面更加
主动有为，画好最大同心圆，汇聚
最强正能量，共同推进宁波走在高
质量发展前列。

市人大常委会与市政府
对接今年重点工作
裘东耀讲话 余红艺主持

本报讯（记者龚哲明）昨天上
午，市政协主席杨戌标赴宁波国
家高新区开展“服务企业、服务群
众、服务基层”活动时强调，要充
分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
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带着感情
走，寻着问题帮，想好对策扶，为
推进“三服务”作出政协应有贡
献。

杨戌标先后来到宁波法里奥
光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浙江德
威会计师事务所等单位，召开座
谈会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关
切询问企业生产经营中存在的困
难。在走访中，杨戌标指出，服务
企业是“三服务”活动的重要内
容，主要任务就是对标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的六个方面政策举
措，以实际行动支持民营经济发
展壮大。希望企业能够坚定信心
决心、守牢主业本业、加快创业创
新，以勇立潮头之姿抢占国内外
市场。要以“匠人”的坚守之心，打
磨技术、磨炼队伍，不断提升产品
附加值和企业美誉度。要以刻不
容缓的紧迫感，任重道远的责任
心，引进更多有成长性的项目、有
前瞻性的技术，助力产业转型升

级，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
出更大贡献。

杨戌标还来到梅墟街道菁华社
区，调研“165 党群温馨小镇”建设
情况，并与基层的干部群众就引才
留才、委员工作、基层党建等方面进
行了交流。他指出，高新区要不断优
化人才政策、补足民生短板，既要以
时不我待的姿态筑巢引凤，争人抢
人，更要深入研究解决好教育、医
疗、养老、社会保障等具体问题，留
人用人，以实实在在的措施服务群
众、服务基层，切实提升群众、基层
的获得感。

杨戌标强调，加强“三服务”，是
人民政协的“分内事”。各级政协组织
要不断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
共识，积极投身“三服务”活动，资政
建言、凝心聚力，将智慧和力量凝聚
到落实中央和省市委重要决策部署
上来，带着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
真正沉下去，奉上真情、写下担当，让
企业轻装上阵，让群众收获满满，让
基层迸发活力，努力实现2019年“开
门红”，努力助推新时代宁波新发展，
以实际行动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

陈文祥参加调研。

杨戌标在宁波国家高新区调研时强调
发挥政协独特优势
助推“三服务”

本报讯 （记 者 王岚 张燕
通讯员应健）“环城北路坑洞问题
确实较为严重。特别是入冬以来
我市阴雨寡照，道路坑洞出现得
更加频繁。”昨天上午，宁波市政
管理处派出养护人员，对本报曝
光路段环城北路 （人民路至常洪
隧道段） 的坑洞进行应急修补。

“前一个晚上，我们也对部分较大
坑洞进行了应急修补。”现场工作
人员说。

记者了解到，环城北路建成于
上世纪 90 年代初，全长约 7.4 公
里，是连接海曙区和江北区的东西
向交通主干道，交通负荷大，道路

基础设施老化严重。
目前环城北路分三段养护。

环城北路 （大闸路以西段） 由市
政管理处正常养管，通过加强巡
查及时发现坑洞并进行修补；环
城北路 （人民路至大闸路段） 正由
市政前期办实施改造，预计 2020
年上半年完成施工并通车；环城
北路 （人民路至世纪大道段），也
就是媒体曝光段，由于路面老化
严重，坑洞修复不能彻底解决问
题，已被住建部门列入改造二期项
目，施工招标已启动，预计 2月底
开标。

记者了解到，环城北路 （人民
路至世纪大道段） 改造尚未开工，
此路段出现坑洞与破损，市政部门
优先安排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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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城北路多坑路段完成应急修复
其中人民路至世纪大道段将实施整体改建

本报讯（记者金鹭 通讯员王
虎羽） 昨天，2018 年度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
行。我市高校院所、企业主导或参与
完成的6个项目荣膺国家科技奖，分
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
3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2项。

以宁波大发化纤有限公司为第
一完成单位完成的项目“废旧聚
酯高效再生及纤维制备产业化集
成技术”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填补了宁波“国奖第一完成
单位”七年空白。“通过自主创
新，我们成功突破了调质调粘等
技术，用不同颜色、成分的废旧
布 料 生 产 出 性 质 稳 定 的 再 生 纤
维，破解了我国废旧纺织品回收
难题。”大发化纤副总经理钱军告
诉记者。

此外，5 个由宁波参与完成的
项目获奖。浙江开天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参与完成的“复合地基理论、
关键技术及工程应用”项目获国家
科技进步一等奖；宁波天生密封件
有限公司董事长励行根作为主要完
成人的“高精度高强度中厚板结构
件复合精冲成形技术与装备”项目

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宏润建设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同济大学合作
的“地下工程穿越高速铁路的精细
化控制技术与应用”项目获国家技
术发明二等奖；宁波明州医院有限

公司、宁波市第六医院与西安交大
等单位合作的“严重脊柱创伤修复
关键技术的创新与推广”，中海石油
宁波大榭石化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

“稀乙烯增值转化高效催化剂及成

套技术”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从 2006年至今，宁波累计有

50 余项科技成果获得国家科学技
术奖励，引领科技创新‘蝶变’。”
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说。

宁波揽得六项国家科技奖
填补“第一完成单位”七年空白

记者 金 鹭
通讯员 王虎羽 杨 展

获奖项目：“废旧聚酯高效再
生及纤维制备产业化集成技术”项
目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第一完成单位：宁波大发化纤
有限公司

聚酯纺织品，也就是我们熟知
的“涤纶”，是服装的主要原料，
占纺织纤维的六成以上。这类纤维
生产中消耗大量能源，且难以自然
分解，如何高效回收和循环利用是
一大全球性难题。相关资料显示，
我国废旧纺织品累计存量已超过 1
亿吨。

如今，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技
术在宁波实现突破。“每循环生产
1 吨聚酯纺织品，相当于节省 6 吨
原油，减少 3.2 吨二氧化碳排放。”
在位于杭州湾新区的宁波大发化纤
有限公司，公司副总经理、市再生
涤纶科技创新中心主任钱军告诉记
者。

凭着“废旧聚酯高效再生及纤
维制备产业化集成技术”项目，大
发化纤实现了中国聚酯纺织产业的

“完美闭环”，在昨日上午举行的国
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以第一完
成单位的身份捧得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

瞄准再生纤维循环利用

成立于 1995 年的大发化纤，
是一家涤纶短纤维生产企业。进入
新世纪，化纤行业已趋于饱和，利
润空间被进一步压缩。此时，再生
纤维尚未兴起，公司瞄准废料到原
料的回用循环，开始了一场技术攻
坚战。

最初，攻坚人员以随处可见的
废弃矿泉水瓶为原料，生产可再生
聚酯纤维。“当时，我国再生化纤
没有生产标准，只能靠经验去识
别，眼睛看一看，用手捏一捏。”
钱军说。2002 年，公司成功突破
大喷丝板、双极过滤技术，建成了
年产 3 万吨生产线，4 年后又提出
液相增粘技术在再生纺丝中应用，
开辟了一片“蓝海”。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我国对进
口“洋垃圾”禁令的颁布，废弃矿

泉水瓶的原料竞争日趋激烈。面对
原料的巨大缺口，大发化纤把目光
瞄准了在国内有着较大存量的废旧
聚酯纺织品。

这是一条国内企业从未走过的
道路，大发化纤前期的研发走得磕
磕绊绊。此时，欧美、日韩的制备
技术成本过高，难以在中国大规模
推广；国内则多采用简单开松纺丝
或熔融再生纺丝工艺，产品品质
低，应用受限。如何实现废旧聚酯
纺织品高效回收、高值利用？这个
问题摆在了大发化纤面前。

从想法到试验，再到规模化生
产，大发化纤走了 7年。与矿泉水
瓶成分单一不同，废旧聚酯织物颜
色、成分多样。将各种品质差异大
的聚酯原料放在一起调和，进行混
合纺丝，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研发初期，化纤界巨头日本
帝 人 株 式 会 社 注 意 到 了 大 发 化
纤，并表示愿意开展合作，但大
发化纤并未接过“橄榄枝”。“用
日本技术生产出来的纤维质量虽
好，但每吨成本高达 12000元，而
国内市场每吨再生聚酯纤维成品
才 10000 元 。” 钱 军 说 ， 技 术 再
好，不适合国内市场，就不能实现
循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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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绿色新“丝”路
——甬创国家科技奖①

应急修补坑洞现场。 （王岚 应健 摄）

创新是撬动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的杠杆，为推动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在刚刚公
布的 2018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
奖名单上，一批由我市企业和
高校院所主导或参与完成的项
目上榜。本报今起推出“甬创
国家科技奖”系列报道，挖掘
获奖项目中宁波院校、企业台
前幕后的创新故事，进一步激
发全社会创业创新激情。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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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

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习近平出席大会并为最高奖获得者等颁奖

监 督 跟 踪

制图 毛雪娇

三门湾大桥通行费听证会举行

2019，更多“科幻”加速走进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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