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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孙佳丽） 石墨烯
这个“新材料之王”居然还能被应
用在颜料上？添加后能让普通的丙
烯颜料产生复古的效果？当然可
以。去年，一款添加有石墨烯的丙
烯颜料在获得国家发明专利之后，
因为光泽度较高、有金属质感，迅
速受到了专业市场的欢迎，仅 1年
时间销售额就接近 2000 万元。而

发明这一颜料的，正是宁波康大美
术用品集团有限公司。

“沉浸专业美术用品市场 26
年，我们的目标始终是为全世界的
专业和业务艺术家提供‘一站式’
的美术创作解决方案。”康大集团
董事长许观良说。为此，用麦秸秆
和食品级硅胶等环保新材料设计笔
杆，在画布上应用全新纳米技术有
效解决渗油、吸油、龟裂、开裂、
剥落等问题，根据 STEAM 教育理
念研发儿童适用的科学实验套装系
列产品……包括石墨烯颜料在内，
去 年 康 大 就 推 出 了 1036 种 新 产
品，不少产品加入了满满的“黑科
技”。

许观良坦言，要生产出最新潮

的产品，必须学会从行业巨头特别
是该行业的前三强那里获取最新的
产品设计资料，美国最大的美术用
品销售商 Michaels公司、欧洲最大
的绘画材料分销商 Boesner 公司等
是康大的合作伙伴，而这些行业前
三强拥有的高市场占有率、高销售
覆盖面和强大品牌效应，也转化为
康大扩展市场的巨大助力。

站在行业巨头的“肩膀”上，
康大在新材料、新技术、新需求这
三个方面持续发力，注重研发设
计，在美国和欧洲分别设立研发中
心，研究消费者的使用喜好和需
求，快速捕捉市场需求，提高产品
的研发效率和成功率。

现在的康大已经拥有 6个专业

强大的产品开发团队，每年研发的
新产品超过 1000 款，新产品销售
额为全年总产值的18%以上，目前
已为全球用户提供画框、画架、画
笔、颜料等各类美术用品超过 1万
种，并拥有100多项专利和50多件
国内外注册商标。

设计和研发源源不断，“硬
件”同样不能输。如今，康大计划
用3年时间，投入2000万元资金来
实现智能化生产，最终在 2020 年
实现原材料从生产车间一端进去、
成品从另一端出来的全自动化、标
准化生产，并在内部管理上，实现
每道工序可控、资料交接完整、质
量体系可追踪的卓越绩效体系要
求。

石墨烯颜料、纳米涂层画布……

康大集团：“黑科技”赋能美术用品大市场

成长中的“科创之星”

本报讯 （记者黄合 通讯员
印晨瑶 李婷婷）“此前公司急需
200 万元周转资金，跑了三四个地
方，还上了黑中介的当，一直没有
得到解决。这一次借助‘周周融’
银企对接平台，当场就顺利和银行
达成了贷款意向。”日前，宁波同
文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闻德忠说，
这一切多亏了奉化新成立的服务企

业“小专班”。
“新时代新情

况，面对多而杂的
企业发展问题，单
个部门单独服务已
经 ‘ 力 有 不 逮 ’，

我们的目的是变‘单兵作战’为
‘集团作战’，真正把促进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
处。”奉化区委两新工委相关负责
人说。

对此，在“联企业跑企业”企
业服务专项活动中，奉化区率先整
合涉企各部门资源实行“1+N”专
班工作法，集成打通企业服务“一

盘棋”，以“稳企业、强服务”为
主线，健全两新工委“深入走、精
心讲、倾心听、全力帮”长效工作
机制，为企业提供面对面、全过
程、全覆盖的精准服务。

所谓“小专班”，体现在这个
区级企服工作专班的人员精简。
虽说从科技、人社、金融办、商
务 、 市 场 监 管 、 自 然 资 源 和 规
划、税务等部门各抽了 1 名工作
人 员 ， 但 向 上 对 接 区 领 导 “ 领
衔”的企业服务专项工作领导小
组 ， 汇 聚 39 个 涉 企 重 点 部 门 力
量；向下依靠一整套“211 合成作
战体系”，统筹以“8718”为代表

的多个企服平台作用，形成了一个
“1+N”的闭环。

有了“服务矩阵”，如何确保
“服务效率”？根据相关工作要求，
凡是事关政府职能部门的问题，各
对应部门须在 5个工作日内解决或
反馈；涉及科技、市场监管、税
务、金融、人才、土地等重大专题
困难 （需求） 的，要进行专题商
办；对于经流转协调仍无法解决或
无法流转的，召开多部门工作联席
会议，研究提出解决方案，倒逼干
部身子沉到一线，企业难题一抓到
底。

据统计，自“小专班”成立以
来，已累计“问诊”900 多家企
业，帮助破解了数百个难题；超过
三分之一的流转问题已经解决，企
业 满 意 度 经 第 三 方 测 评 达 到
93.3%。其中，光“周周融”银企
对接平台就已举办7场活动，与78
家企业达成初步融资意向，已帮助
企业落实资金1亿元。

3个月“问诊”企业900多家，破解难题数百个

奉化“小专班”给企业帮大忙

银企对接在行动

记者 董小芳 通讯员 陈科

“余姚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
在开庭，传被告人周欣荣到庭……”
近日，余姚市人民法院 18号庭座无
虚席，该市兰江街道原副局级干部周
欣荣受贿案一审正式开庭。

“头发全白了。”当周欣荣在法
警的押解下出现在法庭上时，旁听
席上几个曾经的同事忍不住轻声感
叹。当天，他曾工作过的兰江街道
党工委组织班子成员及机关中层干
部40多人到场旁听。

2018 年 10 月，周欣荣因涉嫌
受贿罪受到余姚市纪委监委纪律审

查和监察调查，当时他正式退休已
有4年零6个月。

经查，周欣荣利用担任兰江街
道相关拆迁指挥部副指挥、具体负
责人、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为拆
迁户拆迁安置提供帮助，非法索取
或收受他人财物合计260404.37元。

“我接受公诉人对我的指控，
作为一个有着近 40 年党龄的领导
干部，由于自己的法纪意识淡薄，
加上交友不慎，导致现在妻离子
散，倾家荡产，我为自己违纪违法

的行为感到痛心和后悔。”在自我
辩护阶段，周欣荣对自己的违纪违
法行为表示了深深的忏悔。

第二天，兰江街道党工委召开
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退休并不
意味着安全着陆，在工作中千万不
能有私心，知足才能常乐。”“作为
多年的同事，我为周欣荣感到可
惜，我的总结是三句话：交友要谨
慎，家庭要和睦，底线要守住。”

“组织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建议
今后党工委进一步完善风险防控机

制 ， 真 正 把 权 力 关 进 制 度 的 笼
子。”会上，与会人员对照周欣荣
违纪违法案例和浙江省纪委、宁波
市纪委下发的其他党员干部违纪违
法典型案例，谈认识、谈体会、谈
警示，进一步筑牢思想防线、扎紧
制度笼子。

以案促改，用“身边事”来警
示“身边人”便是最好的纪律教
育。余姚市纪委着力做深做细案后
文章，真正让每一起案例都成为长
鸣的警钟。

用“身边事”警示“身边人”

余姚着力做深做细案后文章

本报讯（记者张昊 通讯员潘
智） 前天，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的宁
波市第 11 届微型党课比赛决赛在
宁波电视台演播厅举行。16 位来
自全市各地各行业的党员走上讲
台，每人用 6分钟短小精悍的生动

讲演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党课盛
宴，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从本届比赛启动以来，各区县
（市） 和市级有关单位精心组织、
层层发动，全市自下而上共举办不
同层面的比赛 485场，6780多位选

手参加了选拔。最终，16 名宣讲
员脱颖而出，站上决赛的讲台。

决赛现场，选手满怀激情，结
合自身工作和生活感悟，以家乡变
化、奋斗担当故事为切入点，以小
见大、见微知著，反映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的巨大成就。经过激烈角
逐，肖云镝所作的《我们为何站在
这里？》、竺黎梅所作的《“白”对

“红”的献礼》 获得一等奖，海曙
区委宣传部等 13 家单位获优秀组
织奖。

市第11届微型党课比赛决赛举行

“原以为扫马路很简单，其实
里面有很多门道。”近日，鄞州百
丈街道七塔社区在新世界广场建设
工地开展“我是小小环卫工”岗位
体验活动，小义工们在环卫工师傅
的指导下体验用扫帚清扫路面落
叶、生活垃圾，并举行清扫垃圾竞
赛活动。

（丁安 陆艳 摄）

小小义工
岗位体验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象山
县委报道组陈光曙 通讯员黄全
吉） 昨天，由文化和旅游部民族
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国家图书馆
联合主办的 2019 年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非遗影像展，在象山隆重
开幕。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影像
展于 2018 年首次举办，今年是
第 2届。本届非遗影像展的主题
为“非遗影像、中国实践”，共
征集到 260部作品，较上届增长
30%。经专家评审，共选出主题
鲜明、内容翔实、表现力出众的
入围影片 30部 （套），涵盖了口
头传统、表演艺术、仪式节庆活
动、传统手工艺等多个非遗类
别，充分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强大生命力。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王
奇峰）“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呵
护文化遗产。”鄞州区 2019年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昨天在宁波

（鄞州） 博物馆一楼大厅举行。
当天的活动是鄞州区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丰硕成果的一次集中展
示，鄞州非遗创意作品比赛结果揭
晓，非遗手艺人沙金珠的宁波金银
彩绣作品 《羽人竞渡》、省级非遗
传承人叶良康与其孙叶商杰共同创
作的鄞州竹编作品 《中国红系列》
荣获一等奖。“追梦 2018”——鄞
州文化遗产影响力事件 （人物） 年
度十佳揭晓，内容涵盖文物捐献、
考古发现、文化交流、展示提升、
非遗传承等。活动现场还表彰了
2018 年度鄞州区文物和非遗先进
集体、先进个人。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非遗影像展在象山开幕
鄞州举行系列活动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
燕萍 伊婧） 当古筝遇上摇滚，
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昨天是中
国传统佳节端午节，当晚，“迷恋
宁波·印象天一”摇滚古筝音乐会
在天一阁博物馆举行。在首届中
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大幕将启
之际，本场音乐会通过互联网进
行直播，以中西融合又独具韵味
的音乐欢迎八方来客，展现书香
之城与音乐之城的独特魅力。

本场音乐会由青年古筝演奏

家陈希垚和灯塔乐队合作演出。陈
希垚是我国“曹派筝”第三代主要
传承人，现任新西兰汉密尔顿市政
府艺术基金会评审、北京现代音乐
研修学院客座教授。整场音乐会，
既有 《高山流水》《出水莲》 等经
典传统曲目，也有 《我的祖国》

《追梦》《中国梦》等现代曲目，具
有东方色彩、魅力无穷的古筝与西
方电声、电音的节奏、冲击感音色
结合，使古筝这一古老的弹拨乐器
与世界音乐对话，在这个新时代里
焕发出新的光芒。

本场音乐会由宁波市文化艺术
研究院与天一阁博物馆联合主办，
也是市文化艺术研究院为献礼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举行的首场活动，
旨在加强对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的实践探索，拓展我市
文化艺术人才引育途径，强化文艺
项目与文化景观空间融合。

天一阁摇滚古筝音乐会
喜迎八方来客

昨晚，“迷恋宁波·印象天一”摇滚古筝音乐会在天一阁博物馆奏
响。 （周建平 摄）

本报讯（记者余建文 通讯
员许犇） 前天，奉化区融媒体中
心正式揭牌成立，这标志着我市
区县 （市） 媒体融合改革发展迈
出新步伐。

新成立的奉化区融媒体中心

由区广电中心和奉化日报社归并而
成。该中心将不断强化互联网思
维，着力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
融合发展，探索形成“新闻+政
务+服务”的融媒体发展新路径，
讲好奉化故事，传播奉化声音。

奉化区融媒体中心成立

昨晚，在世界男排联赛宁波北仑站的首日比赛中，中国队 3:0战胜
保加利亚队，取得“开门红”。这是中国队今年参加世界男排联赛以来
的首场胜利。 （记者林海 通讯员 郑亮）

世界男排联赛宁波北仑站

中国队取得“开门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