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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今天阴有小雨；
北到东北风3-4级；3℃—6℃
明天阴有小雨；东北风3级

今日市区空气质量预测：优

农历己亥年正月初五 十五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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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高标杆扬长补短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

本报讯（记者余建文 奉化
区委报道组黄成峰） 从区外引入
的全职顶尖人才，最高补助 500
万元，特优人才最高补助 100万
元，入选“奉麓英才”计划的团
队，最高资助 1000 万元……日
前，奉化区发布《关于深入实施
人才发展政策的意见》，推出 22
条人才新政“升级版”，重金招
才选能。

“升级版”人才新政具有高
端引领、强化企业激励、引育专
业人才的特点，“我们还大力推
进平台载体建设，优化各项保障
服务，让‘英雄有用武之地’，
安心干事且干成事。”奉化区委
人才办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
22 条人才新政“升级版”的落
实，吸引、集聚更多科技前沿和
产业高端高层次人才创业发展，
为奉化实现追赶超越提供强有力
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2018 年，奉化地区生产总
值突破 600亿元大关，与高效引
才、高端项目引入和科创资源高
质集聚密不可分。去年，奉化新
引进人才 1.1 万余名，全区人才
总量突破 12 万名。其中，引进
院士等顶尖人才 7 人；入选市

“3315 系列计划”7 个，新引进复
旦科技园、浙大气动产业技术研究
中心、哈工大技术转移中心等高校
院所平台 8家，新增省级以上企业
创新平台 9家；新增高端人才创业
团队 23 个、博士 32 人，同比均实
现翻番；引入院士领衔团队 4 个，
实现“零”的突破。

人才聚则产业兴，用好一贤人
则群贤毕至。春节前夕，在奉化区
高层次人才迎春座谈会上，区委主
要领导倾听 20 多位与会代表的发
言，现场反馈代表所提的问题和意
见，互动交流中，重才、爱才、惜
才之情溢于言表。

今年，奉化提出优化“引育留
用”全链条人才生态，用优质服务打
造“最美桃花源、最好创业地”，创新
实施“三领”人才工程、人才引导基
金等，完善人才住房保障办法，构建

“购租补”三位一体保障体系，不断
完善“1+X”人才政策体系。奉化区
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力争新增
院士、国家和省重点人才计划专家
10名以上，全方位参与宁波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着力打造 3 号
科创大走廊、茗山智谷创新综合体
等平台，以科技创新驱动区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

出台22条人才新政“升级版”

奉化全要素打造
引才育才“最美桃花源”

本报讯（记者包凌雁） 聚焦新
材料、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
三大战略性引领产业，培育发展新
能源、节能环保、生命健康、海洋
高技术、创意设计等一批新兴产
业，我市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展现
澎湃动力：2018 年，全市战略性
新兴产业规上工业企业实现增加值
993.6亿元，同比增长12.0%，高于
规上工业平均水平 5.7 个百分点，
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26.6%。

战略性新兴产业中，表现最为
抢眼的是节能环保产业、生物产
业、海洋新兴产业、新能源产业、
新能源汽车产业、核电关联产业、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
造业，增速均高于全市规上工业平

均水平。其中节能环保产业、生物
产业、海洋新兴产业和新能源汽车
产 业 增 加 值 更 是 高 达 29.6% 、
26.1%、19.7%和17.5%。舜宇车载、万
华化学、方太厨具等 13 家企业（产
品）入选“第三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
业和单项冠军产品”名单，其中单项
冠军示范企业 5 家，单项冠军培育
企业2家，单项冠军产品6个。

江丰电子牵头的超高纯系列溅
射靶材开发与产业化项目顺利通过
国家验收，缩小了我国自主芯片与
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长木 （宁
波） 新材料公司全球首创气干性自
交联水性树脂，产品成本只有一般
水性漆的50%，有毒有害气体排放
量 仅 为 环 保 涂 料 国 家 标 准 的

3.5%；宁波材料所研发出高强高模
碳纤维，比日本同类产品的拉伸强
度高出30%；威孚天力公司承担的
国家工业强基项目通过专家组验
收，成为国内唯一拥有自主品牌且
批量生产柴油机可变截面涡轮增压
器的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
能力逐步提升，涌现了一批具有国
内外先进水平、对全国新兴产业竞
争格局有重要影响的“创新样本”。

当前，基于互联网的创业创新
规模化发展，众创、众包、众扶、
众筹等新模式、新业态孕育兴起，
线上线下加快融合。去年，国内首
家综合性机器人展览交易市场——
长三角机器人博览城在余姚开业，
目前长三角机器人博览城一期入驻
率超过90%；中国最大的汽车零部
件产业互联网平台——“众车联”
在慈溪上线；北仑区众筹 1亿余元
创新资金，成立全国压铸模具行业
首家高端技术公共检测服务中心，
2000 多家北仑压铸模具企业共享

高端技术检测服务。
北航宁波创新研究院与宁波研

究生院、宁波工业互联网研究院相
继揭牌成立，大连理工大学、西安
电子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
乌克兰国家科学院与宁波达成战略
合作，战略性新兴产业载体平台建
设如火如荼，我市全力引进的大平
台、大团队，为企业产业创新发展提
供重要支撑。去年，中国电科院创新
分中心正式在我市落户，在海洋广
域可靠通信、海洋智能无人云网、城
市服务与医养、水下仿生无人设备
等方面聚集创新与合作资源；宁波
人工智能产业研究院揭牌，将建设
国内一流的智能产品研发中心和工
业物联网系统技术研发中心。

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前景可期，规模
和实力将进一步增强，产业增加值增
速保持在13%左右，对加快新旧动能
转化，促进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
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涌现“创新样本” 平台如火如荼

战略性新兴产业规上企业
去年实现增加值近千亿元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象山
县委报道组俞莉 陈光曙） 正月
初一早上8时许，50多岁的象山
县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大队队员
徐永明便和同事登上中国渔政
33205船，开始了 24小时驻船值
班工作。“一旦有海上事故等紧
急情况，我们要确保第一时间到
现场。”徐永明告诉记者，春节
假期执法大队 45 名队员海陆联
动备勤，绷紧渔业生产安全这根
弦。

去年，象山发生数起涉渔船
舶安全事故。该县痛定思痛，于
去 年 12 月 启 动 渔 船 安 全 整 治

“五严一实”铁拳行动，通过严
密排查、严厉整治、严打违规、
严格管理、严肃督察、夯实基
础，竭力维护全县渔业生产安全
稳定。

象山以铁的决心和手腕重拳
出击，从严从重查处渔船安全生
产违法违规行为，力求整治不漏
一船。去年 12 月 20 日，渔政执
法人员对浙象渔 31047船登临检
查，发现谢某涉嫌无证驾驶。当
事人除行政拘留10日、罚款500
元外，更被实施金融惩戒，一年
内银行贷款利率上浮。

铁拳行动开展以来，该县各

镇乡已在辖区港口、码头、岸线排
查渔船 1795 艘，现场整改隐患渔
船 64 艘；执法部门开展海上执法
检 查 129 次 ， 登 临 检 查 渔 船 307
艘，查扣违规渔船 114艘，查处无
证驾驶机动船舶 6 起，拘留 7 人。
据悉，今年 3月底前象山将全面完
成老旧渔船、高危渔船的上排检测
和隐患整改，5月底前基本完成重
点渔船安全整治工作。

优化管理、标本兼治，方能长
治久安。象山对重点渔船实施“一
点验二报告六提醒”制度，全面
强化渔船动态监管、事前干预和
应急处置。去年 12 月以来，共点
验提醒渔船 1.2 万艘次，点对点发
送寒潮大风天气提醒和安全警示
信息 9.6 万条。同时，推进渔船公
司化管理，由政府单独管理向社
会参与管理转变。石浦、鹤浦、
高塘岛三个渔业重点乡镇已初步
完成公司筹建，渔船纳管工作正
有序推进中。

此外，象山以信息化建设为渔
业安全加装科技“砝码”。目前，
环石浦港视频监控系统已安装完
毕；渔船进出港识别系统一期已基
本建设完成，二期完成前端硬件建
设；今年上半年将全面完成渔船避
碰设备更新升级。

象山“五严一实”铁拳
敲实渔业安全根基

春节期间，宁波博物馆人头攒动。文物征集成果展、历代梅花书画
精品展、十里红妆传统婚俗专题展等吸引不少市民参观。

（丁安 摄）

本报讯（记者朱军备 鄞州区
委报道组张绘薇 杨磊） 宁波文化
广场“灯光节·拾光季·不光有
影”活动璀璨上演；古韵悠悠的

“进士第一村”走马塘，挂满红灯
笼，笑迎四方客；以海味著称的咸
祥镇餐馆饭店全都预订一空，鹰龙
海畔更是天天客满……春节假期，
市内外游客纷至沓来，鄞州城乡年
味浓游客游兴足。

据统计，2019年春节假期前 5
天，鄞州区主要旅游景区接待游客
44.14万人次，同比增长79.3%，实
现营业收入 1344.37 万元，同比增
长 6.33%。“新年祈福、看看博物
馆、乡村品美食、景区展馆游，成
为今年春节鄞州区城乡人们过年游
玩的四大主题。”鄞州区文化旅游
部门负责人表示。

鄞州区文旅场馆集聚，宁波科

学探索中心推出“时间旅行”主题
展，为市民、游客呈上了一道道“科
技大餐”；罗蒙环球乐园推出“新年
花车嘉年华”，每天 3 场花车游行；
庆安会馆正月初一上演经典越剧折
子戏，举办“寻梦中国帆”——中国
古代船模作品巡展……

都市休闲游人气旺，美丽乡村
游更红火。在下应街道湾底村，游
客不仅可以参加天宫庄园举办的

“西江草堂”之非遗迎新春文脉颂
中华系列活动，还可以到鄞州非遗
馆内体验剪窗花、捏泥人等民俗活
动。岁首新年登高祈福，小白岭古
道、梅隐古道、芦浦古道等健康步
道备受市民青睐，成为登山健身的
好去处。

值得一提的是，文明出游蔚然
成风。作为国家级和省级文保单位
的天童寺、阿育王寺、七塔寺，同时
也是“海丝之路”的重要遗存，今年
春节，3 座寺院安排了文明祈福活
动，天童寺还举行茶器插花字画展
及义卖活动。此外，鄞州区有关部门
还在各景区显眼处设置了文明旅
游、垃圾分类等相关标识，安排志愿
者提供活动现场辅助、助理讲解等
各方面服务，文明之风浸润城乡。

文旅场馆人气旺 美丽乡村处处红

鄞州城乡春节年味浓游兴足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员
张挺 北仑区委报道组虞海波） 昨
天中午，宁波舟山港梅西滚装码头
一片热火朝天景象，500 辆崭新的
SUV 驶 入 滚 装 船 “CAR
STAR”，它们将从这里出海，运
往马来西亚。据悉，这是宁波舟山
港农历新春迎来的首艘外贸滚装
船。

据了解，这批 500 辆宝腾 X70
由吉利宁波春晓基地制造，是吉利
入股马来西亚国宝级品牌宝腾后推
出 的 首 款 新 车 ， 也 是 宝 腾 首 款
SUV。2017年 6月，吉利收购宝腾
49.9%的股权，成为宝腾汽车的独
家外资战略合作伙伴。2018 年 12
月 12 日，宝腾 X70 在马来西亚宣
布上市。

据介绍，位于宁波“一带一
路”建设综合试验区的梅西滚装码
头是宁波舟山港旗下唯一的专业化
滚装码头，已开辟宁波-烟台-大
连、宁波-广州、宁波-天津三条
内贸滚装航线。去年整车吞吐量
突破 15 万辆，滚装船靠泊 159 艘
次 ，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102% 、
342%，内贸中转业务已覆盖一汽
奥迪、上海大众、华晨宝马、吉
利等多个品牌。

同时，梅山滚装码头不断拓展
业务，抢抓“海上丝绸之路”沿线
贸易发展商机，助力中国制造走出
国门惠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地区。截至目前，梅西滚装码头已
多次完成沙特、埃及、古巴、马来
西亚等地外贸滚装汽车出口业务和
非洲多国的渔船整船出口业务，服
务于国内出口制造企业，大通道作
用日益明显。

新春宁波迎来
首艘外贸滚装船
500辆宁波制造
汽车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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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阴雨绵绵，在东钱湖
半山忆湖滨公园，成片的梅花吐蕊
绽放，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观赏。

（胡龙召 摄）

▲春节期间，北仑区洋沙山万
人沙滩免费开放，沙雕、游艇、沙
滩足球等游玩项目，为节日增添了
乐趣。图为一艘游船载着游客破浪
出海。

（徐能 蒋晓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