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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 日 星期一14 天气：今天多云到阴；东北到东风2-3级；4.5℃－9.5℃
明天阴有小雨，夜里山区转雨夹雪；东北到北风3－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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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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仑区
委报道组陈盛竹 虞海波） 总投资
55亿元的中芯国际8英寸特种工艺
芯片厂一期项目在北仑柴桥落地建
设，加紧施工，投产后将成为国内
最大的模拟集成电路制造基地之
一；雪佛龙奥伦耐公司润滑油添加
剂生产项目一期本月初开工；今年
年度计划完成投资额 2亿元的北航
宁波创新研究院前期工作准备就
绪，预计 3 月开建……新年以来，
北仑当地捷报频传，重大项目不
断发力，助力区域发展能级不断
跃升。

作 为 省 市 开 发 开 放 的 排 头
兵，北仑肩负其特殊历史使命，
更是高质量发展样本的先行先试
者 。 如 何 构 筑 城 市 发 展 战 略 优
势，服务省市发展大局？北仑区
给 出 明 确 答 案 ： 实 施 “ 双 城 战
略”，不断提升产业现代化和城市
国际化水平。“‘双城’指的是北
仑要建成国内有较高知名度的现
代化临港智创之城、国际化滨海
秀 美 之 城 ， 通 过 产 与 城 、 城 与
乡、人与自然的融合，进一步发挥
北仑优势、补足城市短板。”北仑
区主要领导表示。

唱响“双城记”，擘画新坐
标。北仑将以“青年北仑”“数字
北仑”“美丽北仑”三大工程为依
托，在产业体系、创业创新、功能
品质等领域聚焦发力，赢得战略
主动。城市功能品质曾是北仑的
短板和痛点。去年 10 月起，北仑
开展“两整两提”专项行动，在
市场综合整治、小微企业整合、
河道水质提标、居住环境提升上精
准施策。短短几个月，郭巨街道聚
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脏乱差现
象，投资 1.3亿元系统推进 20个项
目，拆除违建及危旧房面积 1.4 万
多平方米，老城区重现古朴、干净
的新气象。

实现高质量发展，关键要在
高 质 量 项 目 上 落 子 布 局 。 本 月
初，北仑区 11 个重大项目集中开
工，总投资 96.2 亿元，年度计划

投资 24.6 亿元。该区发改局有关
负责人介绍，这些项目中，既有
代表产业发展方向的新材料等新
兴战略项目，也有新路溪生态型
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等民生实事
项目，还有柴桥临港产业园的基
础设施项目。与往年相比，项目
领域更显广度，项目质量更显深
度，将有力推动北仑“双城”战
略实施。

打破藩篱，创新为发展赋能。
企业是最活跃的创新因子。围绕智
能经济、高端装备、新材料等领
域，该区建设完善土地、人才等要
素保障机制，深化“放管服”改
革 ， 为 高 端 智 创 项 目 亮 起 “ 绿
灯”；同时支持企业联合国内外知
名研发机构建立工程技术中心、企
业研究院等，推动传统制造业数字
化发展。

在产业体系创业创新功能品质等领域聚焦发力

“双城战略”开创北仑高质量发展新局

本报讯（记者徐欣 江北区委
报道组张落雁 通讯员王涛） 中国
保险博物馆正式开馆，老外滩金融
保险创新港迈出坚实一步；中兴大
桥即将合龙，文创港核心区块先行
配套迎来关键节点；全民健身中心
建成投用，品质之城再添高质量发
展新动力……2019 年开局，江北
高质量发展势头不减，喜讯频传。

过去一年，江北紧紧围绕“六
争攻坚”部署要求，坚定“小区域
也可以有大作为”志向，全面推进

“五大建设”。2018 年，江北第一
时间提出，三年目标任务第一年攻
坚完成比例要高于三年平均的要

求，确保干部常年保持“跳起摸
高”的最佳状态，全面激发全区上
下的斗志和潜力。据统计，目前江
北 67 个对接市“六争攻坚”项目
总体推进情况良好，103 个区级三
年行动项目进展顺利，其中已报结
63 个、完成年度攻坚任务 40 个，
354个攻坚子项目推进亮点纷呈。

干部有干劲，发展有势头。在
去年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增幅和亮
灯情况继续领跑全市的基础上，江
北 不 少 指 标 规 模 总 量 “ 冲 出 洼
地”。其中，去年前三季度GDP达
到 385.2 亿元。在主要经济指标增
幅市对区双底线考核中，连续第四

年领跑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季度增
幅全市排名实现“十一连冠”。

发展有势头更要有质量。国内
首支互联网保险基金——中互保

（宁波） 产业基金、全市近三年来
实到资金最大的电商类外资项目
——瓜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二期项
目、浙江 （宁波） 北斗数据中心、
日本爱发科智能制造等一批优质项
目密集落户江北，区域发展的质量
变革动力强劲。

中国工业设计研究院宁波设计
创新中心、中科院计算所宁波创新
中心、北航宁波产业孵化基地三大
科创平台正式落户，高层次人才项

目入选“3315 系列计划”数量超
历年总和，申报“国千”“省千”
指标创历年新高，全职外籍院士引
进实现零突破，“北岸智谷”正集
聚高端人才助推江北高质量发展。

前不久，江北区委、区政府决
定，聚焦数字经济、改革创新、城
乡环境品质和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等
高质量发展主题，在全区各街道

（镇） 开展“北岸赛马·亮榜晒
绩”活动，通过亮榜晒绩和重点考
核，确保在“六争攻坚”三年行动
的关键冲刺阶段，干部攻坚意志
不衰，发展好势头不减，全面推进

“五大建设”。

354个攻坚子项目持续推进

“跳起摸高”确保江北高质量发展势头不减

本报讯（记者张燕 通讯员余
明霞） 三门湾跨海大桥即将开通，
架起国家沿海高速浙江段的重要一
环；美丽公路连乡通景，成为串起
乡村振兴的腾飞路；桥头跳车、桥
下空间等公路问题明显缓解……
2018 年，宁波综合交通完成建设
投资 335亿元，一批重大交通项目
稳步推进，道路坑洞等市民关注的
民生小事得到有效化解，顺畅交通
带给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越来越
强。

去年，市交通局对重大建设项

目开展“挂图作战”和亮“红、黄、绿”
灯管理制度，成立 7个督查小分队，
通过百日攻坚活动，推动完成全市
综合交通建设投资 335 亿元。其中
三门湾大桥及接线工程（宁波段）通
过交工验收，慈余高速实现通车，使
宁波高速公路总里程达到 566.7 公
里。去年底，全国最大的集装箱码头
——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 6号集装
箱泊位通过验收，该码头平台全长
543.66 米，宽 59 米，为 20 万吨级集
装箱船泊位。此外，G329 大榭岔口
改造工程、甬临线梅林至山河岭段

工程、雅戈尔大道、奉化西环线公路
（江拔线至滕头段）改建等一批公路
工程相继建成通车。

与此同时，宁波协和码头改建
项目一期、G329 （富春江路-陈华
段） 改建工程等 14 个项目实现开
工，宁波舟山港石浦港区沈海高速
连接线石浦至新桥段 （石浦连接
线） 公路工程等项目的续建也在按
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

农村公路关系着乡村振兴和城
乡融合。目前，全市农村公路总里
程突破 1万公里，占公路总里程的

近90%，去年我市用于农村公路建
设、改造提升的资金近 60 亿元，
涉及40条县道干线和125条乡村道
路。1823 公里的国省干线公路已
打造成美丽经济交通走廊。

去年以来，交通部门在全市
6000余座公路桥梁中排查出 261处
公路“桥头跳车”问题，截至去年底

“桥头跳车”问题基本得到治理。交
通质监部门还积极开展源头治理，
加强对在建公路“桥头跳车”的监
测，不符合要求的项目一律不得开
展后续工程和通过交竣工验收。

投资335亿元

宁波交通铺就群众幸福路

昨天上午，北仑牡丹社
区组织志愿者和社工将热腾
腾的腊八粥送给辖区空巢老
人、保安和城市美容师等。

（蒋晓东 徐能 摄）

腊八粥香
暖心田

本报讯（记者殷聪 通讯员
陈博 吕咏）昨日，我市公布了小
微企业园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
按照计划，2022 年年底前，宁波
将建成、提升小微企业园 120个，
入园集聚小微企业 1 万余家，培
育“专精特新”企业5000余家。

据介绍，小微企业是我市经
济发展的活力源泉，更是宁波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数据显示，
我市共有小微企业 31万家，占全
市企业总数的 97%，以小微企业
为主体的民营经济贡献了全市
GDP的 60%，就业人口的 75%，企
业收入的52%。与此同时，宁波小
微企业大多处于全球产业链与价
值链的低端，面临产业层次低、布
局分散、市场竞争力弱等问题。

“新形势下，加快建设提升小
微企业园，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小
微企业集聚发展，完善产业生态，
打造亩均效益高地，也有利于政
府部门加强政策供给，降低小微

企业成本，助力其加快向‘专精特
新’方向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市
经信局园区处相关负责人说，全市
小微企业园入驻企业已有 5924家，
目前仍有超过八成的小微企业游离
于管理与服务之外，加快小微企业
入园，向“专精特新”方向转型刻不
容缓。

实施意见将从小微企业园建设
入手，通过高质量小微企业的集聚
发展，形成规模化产业集群，从而破
解小微企业“低散乱”的痼疾。今后，
我市小微企业园建设将有相对明确
的产业定位，主导及关联产业的集
聚度原则上不低于70%，并支持创新
型、科技型、成长型、“专精特新”企
业或同步实施技术改造的小微企业
优先入园。同时，全面推进亩均税收
1万元以下低效企业整治提升，对亩
均效益综合评价排位末档或未达到
其他约定条件的入园企业，坚决采
取差别化用地、用水、用电等资源要
素配置政策措施，倒逼企业转型。

4年内我市将建成提升
小微企业园120个

本报讯（记者陈朝霞 通讯
员杨旭）宁波目前正在大力创建
特色型中国软件名城，软件产业
将成为宁波市战略性支柱产业和
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鄞
州区是宁波市内发展软件产业起
步早、发展较快的先进地区，经过
10 余年的发展，已进入全省软件
信息产业第一梯队。前天下午，

“助力创建软件名城”名企、名投
资人鄞州行暨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举行，名企、名投资人见仁见智，
出谋划策。

本次活动由宁波日报报业集
团、鄞州区智慧办、金诺商学联合
主办。当天，来自“东华软件”“用
友网络”“中星微”等国内知名软
件与信息科技企业，世界 500 强

“物产中大”及知名投资机构“普
华资本”等名企、知名投资人济济
一堂，见证了鄞州区、宁波日报报
业集团与“铂诺”公司、“铂诺商
学”进行的战略合作签约。

签约方表示，将利用好北京

“铂诺”雄厚的股东背景、深耕金融
和互联网 15 年所积累的金融资源
以及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媒体传播资
源，助推鄞州区打造国内先进的软
件园区，为宁波市加快“名城名都”
建设、跻身全国大城市第一方队提
供重要服务。

温莎资本创始人、“铂诺”董事
长简毅对宁波优良投资环境和政府
的务实专业印象深刻，愿意在为政
府建立智库、推动产业发展等方面
发挥作用，“我们将帮助鄞州区更高
效地接入资本市场，为创建软件名
城助力”。

北京用友网络副总裁郝伟明则
表示，未来将利用企业的数字化技
术优势，推动鄞州区从内部数字化
管理走向社会化数字网络，实现产业
链大协同，为鄞州区“软件名城”创建
提供更优质的管理技术平台等服务。

“中星微”公司希望与宁波在基于人
工智能芯片研发设计的产业生态、
建设智能安防产业园、打造智慧城
市和智慧园区等项目上进行合作。

名企名投资人
助力宁波“软件名城”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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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傅钟中） 为了
更好地倾听民众声音，推进执政
为民，市委书记和市长留言箱正
式入驻宁波市网络民生服务平台

（宁波民生e点通群众留言板）。
打开平台首页，点击页面上

方的“市委书记”“市长”两个
按钮，您可直接给市委书记和市
长留言。一些普通的民生诉求，
会分类至相关部门受理并公开答
复。一些疑难问题，平台工作人
员将会在整理后专报。

市委书记、市长留言箱已进
行了近一个月的试运行，其间，
已收到近500条网友留言。

宁波市网络民生服务平台自
2013 年 9 月开通以来，已受理、
处置网友投诉、建议、咨询、求助
近 17 万条。受理、回复率 97.6%，
解决率超过75%。

据悉，由市网信办和市信访
局联合下发的《宁波市网络民生
诉求事项办理工作办法》《宁波
市网络民生诉求事项办理工作监
督考核细则》 也将同时正式施
行。根据新版 《工作办法》，市

委督查室、市政府督查室、宁波市
委市政府信访局将强力介入网络问
政工作。对于网友反映的难点问
题，特别是需要多区域、部门、层
级之间相互协调配合解决的问题，
如无法落实责任部门，则由市信访
局牵头协调，确认责任部门；对于
部分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复
杂疑难事项，以及群众多次投诉、
久拖不决、反映强烈的民生“顽
疾”，将由市委督查室、市政府督
查室进行督办。

您可通过中国宁波网或甬派客
户端登录民生 e点通，也可直接扫
描以下二维码，用手机直接参与网
络问政。

市委书记市长留言箱
正式入驻宁波民生e点通

遏制电信网络诈骗 去年止损2663万元

凤起北路何时告别“晴天尘、雨天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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