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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 日 星期三16 天气：今天阴有雨或雨夹雪，山区阴有雨夹雪或雪；
偏北风3-4级；2℃－5℃
明天阴转多云；偏北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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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全年高新技术产业、战
略性新兴产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
增长率均高于规上工业平均水平”

“全年 R&D 经费支出占 GDP 的比
重达到 2.6%”“实现群众和企业到
政府办事事项‘最多跑一次’全覆
盖”……2018 年，全市上下“时
不我待，只争朝夕”，破掣肘、优
环境、强保障，“六争攻坚、三年
攀高”行动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过去的一年，有四个‘关键
字 ’ 值 得 关 注 ， 即 ‘ 争 ’‘ 实 ’

‘优’‘美’。’”在昨天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争”，是指宁波紧盯重大项目、顶
尖人才、改革试点，竞相争引。

“实”，是指从发展实际出发，摸实
情、做实功、办实事。“优”，是指
以超常规的力度抓科技投入、抓平
台提升、抓成果转化，以“最多跑
一次”打通政务服务堵点，营商环
境更加优质。“美”，是指城乡生态
大美格局正加快塑造成形。

事 非 经 过 不 知 难 。 2018 年 ，
我市克服经济下行压力逐渐加大等
困难，抓机遇、用机遇，大力推进

“六争攻坚”，交出了一份优异的成
绩 单 ： 宁 波 将 成 为 全 国 第 15 个
GDP 破万亿元的城市。2018 中国
城市营商环境质量指数排名宁波位
居第八，项目审批效率居副省级以
上城市首位。2018 中国城市创新
竞争力指数、中国先进制造业城市
发展指数排名宁波均居第九。去年
前三季度，宁波人才净流入率达
9.2%，居全国城市第二。

拉长长板布局“新支点”
做强实体经济筑牢

发展之基

实体经济是宁波城市发展的基
石。

作为民营经济大市，宁波以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推进

“产业争先”，坚持“顶天立地”与
“ 铺 天 盖 地 ” 并 重 ， 大 力 培 育

“246”万千亿级产业集群，在着力
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布点扩面的同
时，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

“单项冠军”，提升建设小微企业
园，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传 统 产 业 转 型 升 级 “ 加 速
跑”。以数字化作为传统制造业改
造提升的主要方向，宁波加快推进
3244 家规上企业实施技改项目，
完成 716家企业智能化诊断。截至
目前，宁波 28 家企业成为国家制
造业“单项冠军”，数量居全国各
城市之首。培育省“小升规”“创
业之星”42 家，省“专精特新”
企业培育库总入库数达到3910家。

新兴产业成为发展新动能。聚
焦集成电路、软件和信息服务、工
业互联网等新兴领域，去年我市新
增省高成长科技型中小企业 288
家，累计达 865家，总量居全省第
一。预计全年高新技术产业、战略
性新兴产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
别增长7%、13%和10%左右，均高
于规上工业平均水平，特别是高新
技术产业对规上工业增加值的贡献
率有望超过50%。

产业项目招引成绩斐然。去
年，福瑞凌降温薄膜、石墨烯纳米
材料、航天云网云制造基地、华为
沃土工场等 20 多个世界领先的高
新技术产业项目陆续落户宁波，新
建双班年产 30 万套汽车车身部件

等 16 个总投资 20 亿元以上工业大
项目开工建设。引进“3511”产业
和智能经济领域项目 148 个，为
2017年总数的近3倍。

值得一提的是，面对复杂国际
形势，去年下半年，市政府密集推
出降本减负政策“组合拳”，给民
营企业吃下“定心丸”。其中仅

“新十条”政策举措，市级层面涉
及新增减负额约16亿元。

现代服务业一跃成为经济发展
“主引擎”。去年 6月，一期总投资
2800 万美元的丹马士梅山国际物
流中心奠基，未来将成为国际物流
配送中心。全市 9000 多家物流企
业为交通运输业注入强劲动力。去
年前三季度，全市服务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7.8%，领先GDP增速0.7个
百分点。

补齐短板“超常规”发力
科技创新引领抢占

发展制高点

增强创新实力，是宁波制胜未
来的关键所在。

一年来，宁波以创建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为主线，以超常规的力
度推进科技创新，区域创新生态正
向更高处迈进。

【下转第11版】

“争”出高质量发展的“宁波答卷”
——宁波推进“六争攻坚、三年攀高”行动一年综述

拉高标杆扬长补短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

本报讯（记者张燕 通讯员余
明霞） 三门湾畔，一条穿山过海的
巨龙蛰伏已久，今天 14 时蓄势启
动——经过四年建设，三门湾大桥
及接线正式开通，这意味着我省又
添一条沿海高速大通道。

记者从市交 通 运 输 局 获 悉 ，
今天下午同步开通运营的还包括
台州湾大桥及接线、温州乐清南

塘至黄华段，再加上此前开通的象
山港大桥及接线、乐清湾大桥及接
线，至此，甬台温高速复线基本全
线通车。

三门湾大桥及接线高速公路全
长 54 公里，起自象山戴港，接象
山港大桥及接线工程，止于三门县
六敖，总投资 126亿元。其中起点
至力洋互通立交段采用双向四车道

标准，力洋互通立交至终点段采用
双向六车道标准。全线从北向南依
次是茅洋收费站、新桥收费站、岳
井洋灵南收费站、宁海东 （长街）

收费站、力洋收费站、蛇蟠收费
站，沿线设有象山灵南停车区和蛇
蟠三门服务区。

（详见第5版）

三门湾大桥今天14时正式通车

本报讯（记者何峰 余姚市委
报道组谢敏军 通讯员喻烨） 吉利
汽车样车日前在中意宁波生态园下
线，这标志着吉利汽车余姚工厂初
步建成，比计划提前近半年。“通
过政企协作，两年不到就建成世界
一流的工厂，创造了新的‘吉利速
度’。”浙江吉利汽车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李伟平欣喜地说。

吉利汽车余姚工厂占地面积约
1174 亩，总投资超百亿元，规划
年产能为 30 万辆乘用车。按目前
的进度，将于今年 4 月正式投产。

“余姚工厂的冲压、焊接、涂装、
总装等四大车间采用世界一流技

术，建设难度较大。中意宁波生态
园充分考虑我们的需求，科学规划
项目周边的绿化、物流、停车，促
进了余姚工厂高效地建设运营。”
吉利汽车余姚项目总指挥曲军说。
面对时间紧、要求高的吉利项目，
中意宁波生态园全力做好服务，大
干快干抢攻坚，争速争先抓落实，
确保项目高效推进。

紧盯需求，抢抓签约速度。
“提前了解需求，明确时间表、落
实责任人，确保每一个节点按计划
甚至超前推进。”中意宁波生态园
管委会负责人表示。2016 年，项
目尚在谈判阶段，后续服务便提前

“卡位”。2016 年年底注册，2017
年2月份摘地，备案一气呵成。

改革助力，抢抓审批速度。项
目在起跑阶段，审批进度已是冲刺
状态。“原本需要 20个工作日的能
评，通过开通绿色通道、备案辅导
和模拟审批，1 天便完成。”中意
宁波生态园管委会经济发展局黄燕
燕说。

全程跟踪，解决后顾之忧。项
目落地后，管委会主动承担起落实
员工宿舍的任务。“宿舍项目必须
如期完成，绝不给项目拖后腿。”管
委会建设管理局局长邹云乔说。目
前，4 栋宿舍楼已交付工厂，可满

足 2160 人住宿。同时，管委会与相
关部门协调沟通，确保吉利员工子
女如期就学，免除员工后顾之忧。

“一柱擎天”转为“满树繁
花”。随着该项目建成投产，上下
游企业纷至沓来，麦格纳汽车座
椅、安通林汽车内饰件研发和制造
项目等世界 500强企业的项目也同
步入驻。

成立才三年的中意宁波生态
园，立足“项目争速”，取得发展
新成就。去年，瑞典升谷太阳能、
天数智芯、优品检测等 14 个项目
建成投产，甬矽电子等 4个项目更
是实现当年开工当年投产。

吉利汽车余姚工厂提前近半年投产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虞南） 昨天一早，整个城市笼
罩在雨雾之中，气温缓慢下降。
随着冷空气杀到，昨晚开始，甬
城山区率先迎来雨夹雪。

俗 话 说 ，“ 三 九 四 九 冰 上
走”，然而自进入三九以后，全
国大部分地区持续回温，本该是
一年中最寒冷的时间段，气温却
一路走高。数据显示，去年 12
月至今，宁波平均气温 8.4℃，
比常年同期偏高 1.6℃。不过从
前天开始，一股较强冷空气开始

影响我国，要将近期显著偏高的
气温拉回正常或略偏低的状态。

根据中央气象台消息，昨今
两天，较强冷空气自西向东、自
北向南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根
据预报，今天我市有一次弱雨雪
过程，高海拔山区有积雪，17 日到
18 日转多云，19 日有一次弱降水
过程，20 日起多云或晴。今明两
天最低气温 0℃至 2℃，山区-2℃
至-4℃，有冰冻。最高气温今天
降至 5℃，明天气温缓慢回升，在
8℃至12℃之间。

冷空气来袭

甬城再迎雨雪

本报讯 （记者俞永均 通讯员黄建锋 李攀
高） 依托腹地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全省海洋港口一体
化带来的新机遇，宁波舟山港集装箱吞吐量实现新
跨越。记者昨天从宁波舟山港集团获悉，最新港口
数据显示，2018 年宁波舟山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
2600 万标准箱，首次跻身世界港口排名前三位，
仅次于上海港和新加坡港。

据介绍，2018 年，宁波舟山港全力培育新增
长点，助推集装箱生产经营总体保持向好向上态
势，全年吞吐量增幅位居全国主要沿海港口首位、
全球前五大港口第二位。宁波舟山港集装箱吞吐量
的快速增长，与我国外贸经济的稳步发展和转型升
级密不可分。去年1至11月份，浙江和宁波货物进
出口总额同比增长均超过12%，外贸的较快增速为
集装箱吞吐量增长奠定了货源基础。以汽车滚装业
务为例，去年宁波舟山港累计完成汽车滚装业务量
15万辆，为2017年的12倍。

同时，宁波舟山港与 2M、OCEAN、THE 等
国际航运联盟，加强在航线布局、腹地拓展等方面
的业务合作，国际枢纽港地位进一步稳固。截至去
年底，宁波舟山港拥有各类航线246条，其中干线
120条。在宁波舟山港“龙头”的带动下，浙北的
嘉兴港、浙南的温州港和台州港、浙中的义乌港，
以及省内各内河港口齐头并进，加快推进支线中
转、海河联运等业务。

海铁联运业务成为宁波舟山港集装箱吞吐量增
长的重要推动力。2018年，宁波舟山港先后开通9
条海铁联运线路，并开通国内首条双层集装箱海铁
联运班列，箱源腹地不断向内陆地区延伸。全年完
成海铁联运业务量超 60 万标准箱，同比增长超过
50%。目前，宁波舟山港月箱量超过5000标准箱的
海铁联运线路已达7条，其中义乌班列常态化后单
月业务量超1万标准箱。

在集装箱吞吐量创出佳绩的同时，宁波舟山
港货物吞吐量继续保持全球第一。2018 年前 11
个月，宁波舟山港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 10.02 亿
吨，同比增长 7.4%，继续保持世界唯一的超 10
亿吨超级大港地位，港口排名实现全球“十连
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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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突破2600万
标准箱，仅次于上海港
和新加坡港

■年货物吞吐量实现全球
“十连冠”

一场别开生面的“酒店大厨进
社区，传授宁波老味道”活动前天
在鄞州白鹤社区举行，邀请了星级
酒店的大厨现场为居民演示宁波传
统菜肴的正宗制作方法。

（丁安 徐波 摄）

酒店大厨
社区传授
宁波老味道

特别提醒：三门湾大桥及接线沿线的加油设施尚未完全建成，宁波前
往台温地区的司机，如有必要请提前在象山服务区加满油。由于新桥收费
站地方连接道路尚未全部完工，中、重型货车暂不能通行。大狮子山特长
隧道 （象山收费站和茅洋收费站之间） 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

本报杭州电（记者张昊 鄞
州区委报道组张绘薇 杨磊）

“是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让我站
上了这个领奖台，感谢娘家人对
我的帮助和信任，我是代宁波好
人来领奖的。”昨晚，71 岁的宁
波“支教奶奶”周秀芳当选“最
美浙江人·浙江骄傲”年度人
物，自称是“爱心搬运工”的她
获奖后最想感谢的是无数的宁波
好人。

昨天杭城寒雨霏霏，浙江省
人民大会堂里暖意融融。来自全
省各地的“浙江骄傲”年度人物
逐一登台接受颁奖。榜样的力
量，催人奋进；大爱的情怀，温
暖人心。

“在宁波有位年逾古稀的老
人，四年来她不断往返宁波和湖
南溆浦山区，只为一群孩子……”
大屏幕播放的周秀芳的感人故
事，引起了全场观众的共鸣。活
动组委会给周秀芳的颁奖词是：

“七十岁，她走进深山，为孩子
们打开一扇能眺望远方的窗，同
时也点亮了希望的火把，为每个
孩子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跋涉千里，永久守望。师者父

母，感恩有你！”
当周秀芳走上领奖台，从后台

跑上一群特殊的客人，8名来自湖
南溆浦县九溪江中心小学的孩子穿
着民族服装，为周秀芳奶奶深情地
唱起了瑶族歌谣。

2015 年以来，周秀芳累计发
动宁波、上海等地上万名爱心人
士，为湖南溆浦山区捐建希望小学
22所，让近400名贫困生得到结对
帮 扶 ， 累 计 捐 献 款 物 2000 余 万
元。为响应国家东西部精准扶贫号
召，周秀芳又远赴延边和龙成立周
秀芳爱心驿站，引导社会帮扶资源
向延吉、和龙集聚，广泛开展捐资
助学、慈善公益等扶贫活动。她去
年获评 2018 年全国脱贫攻坚“奉
献奖”。

“最美浙江人·浙江骄傲”年
度人物评选活动，由浙江省委宣传
部、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主办，全
省 30 多家主流媒体携手联办的跨
媒体大型主题宣传活动，自 2005
年开始举办，目前已经成为我省传
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最
强的年度人物评选活动之一。目
前，我市已经有 17 人 （群体） 获
此殊荣。

“我代宁波好人来领奖”

“支教奶奶”周秀芳
荣膺“浙江骄傲”年度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