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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 日 星期一1 天气：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
东北风到东风2－3级；24℃－28℃
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到东风2－3级

今日市区空气质量预测：优至良

总第16010期
今日16版
（A12版 T4版）

本报讯（记者朱宇 江北区委
报道组张落雁） 昨天上午，省委副
书记、市委书记郑栅洁与四位工人
一起揿下按钮，甬江北岸原港埠三
区－火车北站地块响起工程机械的
阵阵轰鸣声，备受关注的宁波文创
港如期开工建设。

这里是宁波近代工业的发祥地
之一，拥有鲜明的港口工业特征和
港口文化记忆，比较完整地保存了
我市最早的港区和工业遗存。作为

“10 亿吨”级世界大港的起点，这
里也见证了宁波舟山港从内河港到
河口港再到海港的大跨越。

如今，这里已成为甬江科创大

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将通过提升
功能品质、集聚高端人才、导入新
兴产业，成为宁波城市建设的新地
标、创新研发的新平台、都市经济
的新引擎、百姓生活的新社区。

此次开工的文创港核心区启动
区块位于甬江北岸白沙区域，东至
规划定英路，西至通途路和人民
路，南至甬江，北至大庆北路。由
省海港集团和江北区共同开发建
设，项目总投资约38.8亿元。

“这样的重大项目，以前开工
前审批要半年以上。”项目建设方
相关负责人说，该地块自5月30日
摘牌后，各个部门无缝衔接、紧密

协作，至少抢出了近半年的有效施
工期。

郑栅洁对省海港集团、江北区
和市级有关部门的前期工作予以
充分肯定。他说，推进“六争攻
坚”，不但要有激情、有干劲，而
且 要 有 思 路 、 有 办 法 ， 只 有 这
样，才能创造加速度、打开新局
面。

在开工仪式后，郑栅洁还参观
了宁波文创港规划和史料展。他强
调，宁波文创港所在区域，承载着
无数宁波人的文化记忆，是一块底
蕴深厚的历史街区，也是一块潜力
巨大的风水宝地。要坚持传承与创

新并重，完善保护性开发的规划布
局、体制机制，让独特的历史文化
印迹焕发出应有的时代价值。要坚
持文创与科创并重，同步开展招商
引资，加快引进集聚一批带动能力
强的好项目、大项目。要坚持生产
与生活并重，配套建设一批现代时
尚的服务设施，加强同周边区域的
资源共享，使文创港真正成为宜业
宜居宜游的发展高地。要坚持质量
与效率并重，合力攻坚克难，加快
建设进度，努力打造经得起历史检
验的城市精品。

施惠芳、陈炳荣及毛剑宏参
加。

甬江科创大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

宁波文创港开工建设
郑栅洁出席

本报讯（记者龚哲明） 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后，长三角三省一市政协迅速行
动起来，就“长三角区域污染防
治协作机制落实情况”开展联合
调查、联动民主监督。昨前两
天，长三角三省一市政协联合督
查组来我市开展督查，上海市政
协副主席李逸平、江苏省政协副
主席周健民、安徽省政协副主席
郑宏、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周国辉
参加，陈仲朝、陈炳荣、林静国
先后陪同。

根据长三角地区政协主席联
席会议和 《关于 2019 年度长三
角地区政协开展联合调研、联动
民主监督的工作方案》《“长三
角区域污染防治协作机制落实情
况”联动民主监督总体方案》及
省政协相关工作部署，市政协于
近期启动近岸海域污染防治民主

监督工作，重点聚焦近岸海域污染
防治联动机制建立、中央环保督察
和国家海洋督察整改、近海污染源
的监控治理、海面漂浮垃圾监管处
置等情况。

在甬期间，省政协督查组先后
赴杭州湾湿地公园、宁波明州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厂、象山港等地实地
调研，并听取我市相关工作汇报。

长三角三省一市政协联合督查
组对我市采取积极有效举措，加强
近岸污染防治工作给予肯定，希望
宁波市今后继续加大工作力度，特
别是在陆上污染源控制上工作更加
扎实，争取更好效果。希望宁波市
政协认真开展联动民主监督活动，
以担当有为理念和勤勉务实作风，
助力长三角区域污染防治协作机制
在宁波有效落实，推进生态文明理
念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过程中落地
生根。

长三角三省一市政协联合督查组来甬

督查长三角区域污染防治
协作机制落实情况

本报讯（记者张正伟 通讯
员陈芳 叶圣翊） 助融资、促创
新、优服务、降成本、防风险，力争
民营企业贷款余额及有贷户数占
比“双提升”，实现小微企业贷款

“两增两控”目标。在中国银监会
近日召开的相关新闻发布会上，
宁波银保监局主要负责人表示，
今年我市力争新增民营企业贷款
412 亿元；发放法人机构单列普
惠型小微企业信贷 162.62 亿元，
比上年增加60亿元。

近年来，宁波银保监局引导
辖区银行保险机构坚守初心使
命，精准疏堵破难。截至今年 5
月底，全市私营企业及个体工商
户贷款余额近 7200 亿元，较年
初新增 302.3 亿元。民营企业贷
款占比48%，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近20个百分点。

据介绍，为了提高银行保险

机构服务民营和小微企业的主动
性，宁波银保监局打出系列“组合
拳”，要求全市银行保险机构严格
落实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揽
子政策，促进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
增长三年行动计划落地落实；提高
民营和小微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
细化落实授信尽职免责和容错纠错
机制。为了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
资贵，宁波银行保险业大力推广专
利权、商标权、排污权等无形资产抵
质押贷款以及应收账款质押融资，
创新续贷产品类型，为符合条件的
民营企业“零时滞”转贷，推动银
行机构建立续贷支持“白名单”。

此外，宁波银保监局持续引导
全市银行保险机构推进金融服务

“最多跑一次”改革，借助“大数
据+”“保险+”提升金融服务民营
企业的质量。

（相关报道见A5版）

宁波银行保险业
全面发力支持民营企业
疏堵破难，力争全年新增贷款412亿元

本报讯（通讯员勇祖轩 记
者黄合）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
立 98 周年的日子。昨日，记者
从市委组织部获悉，截至 2018
年底，我市共有共产党员52.6万
名，基层党组织2.99万个。

一个有活力的党组织，离不
开队伍结构的优化，离不开党员
质量的提升。对此，我市各级党
组织坚持科学合理制定发展指
标，重点做好产业工人、青年农
民、高知识群体、两新组织等群
体 （领域） 发展党员工作，2018

年全市发展党员 11038名，较上年
增加327名。

与此同时，全市党员队伍继续
呈年轻化、知识化的趋势。2018
年，我市新发展党员中，25 岁及
以下的 5519 名，约占 50％；新发
展的党员中，大专及以上学历的
4844名，占43.88％。

此外，我市还继续贯彻全面从
严治党的要求，把严的标准、严的
要求落实到党员教育管理监督的各
个方面、各个环节，不断增强教育
管理的针对性、有效性。

宁波现有党员52.6万名
基层党组织近3万个

本报讯（记者杨绪忠 通讯员
廖鑫）这几天，鄞州区民安小区的改
造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目前小区的
工程建筑本体、市政配套工程均已
完成大半，沿街店招、沿河市政景观
已完工，预计 7 月改造工程全部竣
工。”昨天上午，鄞州区住建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本次改造由财政和小
区居民共同出资，将海绵城市建设、
雨污分流、停车位改造、无障碍设施
配置等融入其中。

自入选全国老旧小区改造试点
城市以来，我市全力以赴推进老旧

小区改造。去年上报住建部的8个试
点改造小区中，海曙区偃月小区、迎
凤小区、高塘花园，江北区贝家边、
砖桥巷、茗雅苑目前已完成改造，
31.63 万平方米的老旧住宅小区旧
貌换新颜；鄞州区民安小区和繁裕
一村的改造即将于近期竣工。改造
全部完成后，近6000户居民将受益。

老旧小区改造在试点基础上渐
次花开，逐步扩容。包括试点在内，
去年我市共启动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32 个，建筑面积 241.5 万平方米，完
成改造项目13个，建筑面积68万平

方米。通过改造提升，老旧小区的环
境发生了蝶变，大大增强了社区居
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一年多来，我市老旧小区改造在
优化顶层设计、发挥基层作用、坚持
共同缔造、整合改造内容、着力机制
创新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初步形
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宁波模式。

在坚持共同缔造方面，我市努
力做到“群众的事群众商量着办，群
众的事群众参与着办”。如鄞州区率
先采用“量力而行、核定规模、项目
入库、竞争上岗、清单管理、点单服

务”的模式，把居民出资意愿、物业
费提价、专项维修资金补缴等作为
老小区改造的前提条件，极大地调
动了居民参与的积极性。

同时，我市整合改造内容，创新
改造方式，统筹主干道整治、停车位
改建、污水零直排创建、电梯加装、
垃圾分类等，努力实现“最多改一
次”，全面提升老旧小区环境质量。

据悉，今年我市将改造 42个老
旧住宅小区列入市政府十大实事工
程，目前改造已全面启动。

（详见T1至T4版）

老旧小区改造“宁波模式”渐次花开
8个试点改造扎实推进，今年42个老旧住宅小区改造已全面启动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记者 张燕

昨天，宁波轨道交通 3号线一
期通车试运营。

上午 945，离 3 号线一期开
通还有 15 分钟，儿童公园站进口
处的围栏打开，等着试乘的人们蜂
拥而入。

“我们 9 点就带着孩子来了。
这车站可真漂亮，里面好凉快。”

“听说 3 号线今天开通，我们就结
伴过来看看。四年了，天天期盼着
它开通呢。”记者在这里遇到最多
的，就是附近小区的居民。

陈阿姨是宁波轨道交通的志愿
者，此前在鼓楼站服务，昨天被调

配到这里。“3 号线一期开通后，
宁波地铁客流量会更大。欢迎更多
的年轻人加入宁波轨道交通志愿者
行列。”她说。

在宁波轨道交通 3号线一期开
通前，支付宝乘车小程序正式上
线。这是继今年5月22日长三角七
城轨道交通票务系统互联互通之

后，宁波轨道交通推出的便民新举
措。宁波地铁移动支付方式的多样
性和移动支付比例，均居全国前
列。目前，在宁波乘坐地铁可使用
手 机 NFC、 手 机 pay、 银 联 二 维
码、微信和支付宝小程序等支付。

图为儿童公园站第一批进站的
市民。 （刘波 摄）

期盼了四年，终于开通了！
市民喜迎3号线一期试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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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回收，垃圾分类的“解题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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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市试点“共享药房”

不忘初心使命
永立时代潮头
——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