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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董娜 通讯员周
晓静） 记者前天从市财政局获悉，
我市 96 家市级部门预算已在市财
政局“预决算公开平台”和市政府信
息公开网站设置的专栏集中公开，
比法定公开时限提前五天。据悉，除
了将“规定动作”做到位外，今年
部门预算公开的“自选动作”频频
创新，透明度更具“含金量”。

据介绍，今年，“预决算公开

平台”新设专项资金专栏，列入管
理清单的专项资金实现分配政策、
分配过程、分配结果，以及执行过
程、执行结果等五个方面全过程公
开，并对每个环节的公开时限作出
明确规定，全方位接受社会监督。

“专项资金全过程公开，将资金分
配管理各个环节直接曝光在社会公
众监督之下，促进了市级部门完善
资金分配办法、规范评审程序，有

利于构建预算公开与规范管理的良
性循环。”市财政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

同时，除涉密部门外，96 家
市级部门全部按规定公开预算，并
对机关运行经费、政府采购、绩效
目标设置及国有资产占有使用等情
况细化说明。值得一提的是，今年
市级部门首次公开重点项目情况，
38 个政府工作部门向社会公开 38

个 500 万元以上的重点项目文本，
详细列明项目概况、立项依据、实
施主体、实施方案、年度预算安排
及绩效目标和指标等内容。重点项
目情况等公开内容细化将更多的财
政预算信息“阳光化”，让社会公
众“看得到、看得清、能监督”。

市民如需查询信息，可进入该
平台通过搜索单位名称、预算年
度，就能快速查询部门预算情况。

96家市级部门集中“晒预算”
财政透明度更具“含金量”本报讯 （记者董小芳） 昨日

上午，市委举行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工作情况通报会，向各民
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和无党
派代表人士通报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工作情况。

通 报 强 调 ， 党 的 十 九 大 以
来，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
利，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
监督和巡察监督“四个全覆盖”
的监督新格局形成，自我革命的
重要思想得到深化拓展，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新的
重大成果。

通报指出，2018 年，全市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始终坚持政治统
领，自觉把“两个维护”落实到
每一项工作中；驰而不息纠治

“四风”，持续释放了越往后越严
的强烈信号；始终坚持有贪肃
贪、有腐反腐，严肃查处了一批
大案要案；不断强化精准监督，
抓实日常监督，深化政治巡察，
强化派驻监督；严查群众身边的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巩固基层
基础。去年，全市共查处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184 起，处
理党员干部 262 人，党纪政务处
分 155 人；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共受理信访举报 7174件次，立
案 1646 件，党纪政务处分 1533
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91人；查
处市管干部 32人，其中副厅级干
部 10人；共查处群众身边的不正
之风和腐败问题 198起，处理 248
人；共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典型问题 144 起，党纪政务处分
133 人，为推进“清廉宁波”建
设提供了坚强的政治和纪律保证。

会议要求，各民主党派、工
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进一步增强
团结合作意识，带领广大成员共
同推动反腐倡廉工作不断深入；
要发挥好民主监督作用，建诤
言，献良策，共同维护风清气正
的良好政治生态；要完善好自我
监督制度，坚决守住底线、不越
红线。

市委举行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情况通报会

本报讯 （记者周琼 通讯员
郁诗怡） 在 39 米高的操控室内，
庞大的集装箱被吊到指定位置，
将离地 1 米高的支架上方的足球

“踢”到指定位置，且不允许碰撞
到支架，巨大的集装箱在回位
时，只允许有几厘米的误差。这
是昨天上午在宁波舟山港穿山港
区集装箱桥吊操作竞赛中的一
幕。当天，全市百万职工“建设
两美浙江、助力六争攻坚”劳动
竞赛启幕。

这次比赛中使用的集装箱既

有 空 箱 ， 也 有 15 吨 以 上 的 重
箱。同时，赛事组委会设计了踢
足球、回放、叠箱、放箱等多个
环节，比武既要测试桥吊司机的
高度判断能力、嵌档箱作业水
平，也考量司机的大车、小车对
位和叠箱、放箱准确度。另外，
比武的所有环节要求在 10分钟内
完成，也非常考验司机的作业效
率。

在昨日的竞赛动员大会上，
我市还表彰了获评上年度“宁波
市首席工人”和第三批“港城工
匠”以及“港城工匠”提名奖获
得者。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
公司、宁波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
等十家单位发起“建设两美浙
江、助力六争攻坚”倡议，提倡
百万职工在各自岗位上发挥光和
热，为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贡献智慧和力量。

在39米高空操控集装箱踢足球

百万职工劳动竞赛启幕

本报讯（记者徐欣 杭州湾新
区报道组赵春阳） 昨日，首届半导
体产业暨推进数字经济建设全球峰
会在杭州湾新区召开。来自国内外
半导体行业的学界及业界专家济济
一堂，以最前沿的视角，共同把脉
全球半导体产业未来趋势及数字经
济发展路径。

峰会现场，半导体学界、业界
“大咖”，分别从目前全球市场现状
及趋势展望、中国产业现状及核心
问题、热点领域关键突破点等方
面，对半导体行业进行剖析，指点
未来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方向。峰会
同时举办了与半导体领域热门话题
相关的专题论坛。

据悉，此次峰会是新区发展数
字经济“一号工程”战略的又一举
措，旨在携手碧桂园集团、紫光集
团、广州冠众电子、微总部，抢占
大湾区高新技术的产业高地，激发
科技创新活力。近年来，新区聚焦
集成电路、显示面板、自动数据处
理设备等六大中高端产业以及人工

智能、云计算等互联网产业，投资
800 亿元建设数字经济产业园，设
立总额超 100 亿元的财政扶持资
金，加大对数字经济的建设力度，
力争到 2022 年实现年产值 1000 亿
元以上，形成完善的数字经济产业
链和生态链，成为华东地区最具影
响力的数字经济产业集聚地。

首届半导体产业暨推进数字经济建设全球峰会召开

【紧接第1版】出台《关于加快高水平
大学建设推进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
的若干意见》，加快高水平大学建设。
与教育部签署《推进共建“一带一路”
教育行动国际合作备忘录》，共同推
进宁波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更广
领域上的教育国际合作交流。

去年，宁波把“科技争投”作为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的重要“一
争”，而人才又是“科技争投”的重要
一环。主动出击，弥补高校、人才的
短板。浙江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大连理工大学、武汉大学、乌克
兰国家科学院弗兰采维奇材料研究
所等，一批“985”“211”“双一流”A
类建设高校扎堆在宁波启动建设研
究院、研究生院。

近日，浙江大学宁波研究院首
批 20 个研究团队在浙江大学宁波

“五位一体”校区签约入驻。这 20个
研究团队中，国家级“双一流”学科
团队有 10个。其中的复杂装备智能
设计技术团队、智能制造研究团队、
大湾区环境岩土工程与基础建设新

材料研究团队分别由谭建荣、杨华
勇、李焯芬3位院士领衔。

一个个高端平台的搭建，一个
个高端院校的落户，为人才强市，为
创新宁波，为高质量发展，积蓄了强
大力量。

推出“知行新说”思政品
牌，打出德育组合拳

一直以来，宁波把立德树人作
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大力发展绿色
教育，把“替学生一阵子着想”变为

“替学生一辈子着想”。
当下，各地都在培育“网红”思

政课教师。其实，在宁波，这已经是
常态。去年，宁波精心打造高校“知
行新说”思政品牌，深受学生喜爱，
被誉为“有泥土味的家常话”“有人
情味的思政课”。专门设立了 200万
元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项目
经费，重点培养 40 名市“名师”和

“中青年骨干教师”，构建中小学德
育课程体系，分层分类开发 600 多

个学科德育精品课程。
投入经费1840万元，深化“百万

学生走进社会实践大课堂”计划，创建
了111家市级、200多家县级社会实践
大课堂资源基地，强化实践育人。

评选出 114 位首届市级“名班
主任”“骨干班主任”“新秀班主任”，
享受同级“名教师”“学科骨干”“教
坛新秀”待遇，突破了班主任专业发
展的制度瓶颈。

打出一系列德育组合拳，构建
了大中小幼一体化学生德育成长体
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学校特色多
样化。宁波普通高中特色学校比率
高达 68%，职业学校做到一校一特
色。如《大鱼海棠》动画效果出自宁
波三中毕业生之手，宁波市职业技
术教育中心学校的飞梦合唱团获得
中国合唱节金奖。

服务发展大局，做区域经
济发展引擎

为服务宁波城市发展大局，如

何主动对接现代产业体系建设需
要，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引擎？

对接我市“246”万千亿级现代
产业集群建设，实施高校学科专业
能力提升计划和产教融合试点，投入
1.87亿元建设57个市级重点学科、86
个重点专业，宁波大学工程学、化学
等 5个学科以及宁波诺丁汉大学的
工程学学科进入全球ESI前1%。在甬
高校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科技创
新成果不断涌现，先后获得国家自然
科学二等奖等重要奖项，实现了国家
科学技术三大奖的全面突破。

值得一提的是，近两年，宁波高
校引进全职院士 4名、国家“千人计
划”人才13名、长江学者8名、钱江学
者17名。宁波教育输送的50余万名
技能人才活跃在甬城现代制造业、旅
游业、计算机、服装、农业等领域。

干在实处永无止境，走在前列
要谋新篇，勇立潮头方显担当，宁波
教育将拉高标杆、扬长补短，以新担
当新作为，加快率先高水平实现教
育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