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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 日 星期二16 天气：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局部雷雨；东到东南风2－3级；24℃－29℃
明天多云，午后局部雷阵雨；东到东南风2－3级

今日市区空气质量预测：优至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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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高标杆扬长补短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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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7月
16 日出版的第 14 期 《求是》 杂志
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
章《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
性和坚定性》。

文章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具
有崇高政治理想、高尚政治追求、
纯洁政治品质、严明政治纪律。如
果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上的先进性
丧失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无
从谈起。这就是我们把党的政治建
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的道理所
在。党的政治建设是一个永恒课
题。要把准政治方向，坚持党的政
治领导，夯实政治根基，涵养政治
生态，防范政治风险，永葆政治本

色，提高政治能力，为我们党不断
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重
要保证。

文章指出，党的政治建设决定
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政治方向是
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事关党
的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我们
所要坚守的政治方向，就是共产主
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
同理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就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
线、基本方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
领导力量。坚持党的政治领导，最
重要的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

一领导，这要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
首要任务。

文章指出，加强党的政治建
设，要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
把赢得民心民意、汇集民智民力作
为重要着力点。要站稳人民立场，
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党同
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着力解决人
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
问题。

文章指出，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作为党的政
治建设的基础性、经常性工作。要
把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作为重要
着力点，贯彻落实新形势下党内政
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加强党内政治
文化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以良好政治文化涵养风清气正
的政治生态。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
坚定和执着，坚决把反腐败斗争进
行到底，使我们党永不变质、永不
变色。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
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做廉洁
自律、廉洁用权、廉洁齐家的模
范。

文章指出，要教育引导各级
领导干部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
鉴别力，不断提高各级领导干部
特别是高级干部把握方向、把握
大势、把握全局的能力，辨别政
治是非、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
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
善于从政治上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全球首条大宽幅石墨烯薄膜卷材中试生产线，近日在位于镇海的宁波柔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进入全面运行
阶段。通过多年努力，该公司成功破解石墨烯薄膜产业化中的关键设备与工艺难题，掌握了全球领先的石墨烯薄
膜卷对卷生长与转移技术，实现了年产百万平方米石墨烯薄膜卷材的量产。该类产品是我国重点发展的下一代透
明导电材料，具有透明、柔性、高导电等特性，可广泛应用于加热、传感和显示等领域。 （严龙 王珏 摄）

墨绘
长卷

镇海投产全球首条大宽幅石墨烯薄膜卷材中试生产线

本报讯（记者易鹤 见习记者张
凯凯） 昨天下午，市政府召开全市推
进水环境治理工作动员会。市委副书
记、市长裘东耀强调，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按照党
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部署
要求，扎实推进“六争攻坚”，强化
依法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
头治理，坚定不移打好水环境治理攻
坚战，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陈仲朝、卞吉安、陈炳荣、沈敏
及张良才出席。

裘东耀指出，包括水环境在内的
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
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
会问题。近年来，我市扎实推进水环
境治理工作，城乡水环境得到较大改
善，但与群众期盼相比，水环境治理
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各级政府及部门
一定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推进水环
境治理工作的紧迫感、使命感，拿出
更大的决心、更实的举措，持续发
力、久久为功，努力提高群众在水环
境治理中的获得感。

裘东耀强调，要按照高质量发展
要求，突出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
果导向，坚持全域推进，坚持流域统
筹、水岸同治、上下游齐治，坚持工
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并举，坚持保护
与修复、建设与管理同抓，推进水环
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要
聚焦污染源头、治理途径、水体生
态，扎实开展三项行动。要实施好控
源行动，推进内河排污口治理、“五
小”行业治理和农村面源污染治理，
推广“海绵减排”。要实施好截污行
动，推进污水处理能力和污水管网建
设，阻断污水入河途径。要实施好生
态提升行动，完善引配水措施，加强
河道清淤疏浚，推进水系互联互通，恢复河道自然生态系统。二要注重
流域统筹，以三江核心片水环境治理为重点，实施六大工程。大力实施
污水处理提升工程、排水管网新建及改造工程、分级防护及清水环通工
程、河道生态修复工程、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工程、智慧管理与调度工
程，全面提升水清河畅、岸绿景美、人水和谐的河道生态景观。三要强
化责任担当，攻坚推进水环境治理任务。加强组织领导，细化实施方
案，完善要素保障，形成工作合力，确保攻坚任务尽快落地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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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殷聪 海曙区委
报道组续大治 孙勇）“我们这款
新型汽车启停电池，不仅拥有传统
铅酸电池的优点，而且在零下 40
摄氏度环境下仍可充放电，性能媲
美国际一流产品，市场前景相当广
阔。”说起该款电池的历史，宁波
新思创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锂电
池事业部总经理蒲泉钧一下子兴奋
起来。得益于与世界知名锂电池、

材料专家小泽康典团队的合作，新
思创的这款新产品预计两个月后便
可试装，明年初出货，未来 3年可
为企业带来逾3亿元的销售额。

新思创创新能力的崛起是海曙
加大海外引智力度，寻求引智合作
新模式的缩影。数据显示，截至目
前，海曙已与芬兰、德国、乌克
兰、英国、日本等 15 个国家开展
引智合作，累计合作项目超过 30

项。
“新形势下，海外引智工作不

可一成不变，需要创新激发合作的
潜力。”海曙区科技局相关负责人
说，2017 年 10 月，海曙与芬兰萨
塔昆塔大区乌尔维拉市签署联合声
明和合作协议，进一步创新合作模
式：双方均设立专项资金，各自承
担 50%的专家费用；3 年内各安排
项目保障经费 200万欧元，用于资
助引进芬兰人才智力合作项目。

据初步统计，两年来，依托双
方的合作，芬兰海尔米公司为君禾
泵业、德利福洁具、帅特龙等海曙
企业提供技术解决方案，为企业解

决检测和加工工艺技术优化等燃眉
之急。

不光是芬兰，在宁波中星新材
料研究院，乌克兰国家工程院院士
谢尔盖·耶皮范诺夫去年底落户海
曙，成为海曙引进的首位全职外籍
院士；在艾联生态，通过加拿大籍
顾问马丁牵线搭桥，禹洲集团、杭
州菜根科技、上海智能云科联合等
企业，与海曙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
向。

引进来的同时，深入合作也让
海曙企业走出去更顺畅。今年 5
月，立华制药对接芬兰企业时，得
知该国的越桔品质优良，且60%的
越桔成熟后无人采摘。发现潜在的
商机后，立华制药迅速行动，拟在
芬兰建立越桔资源供给和研发基
地；依托海曙与芬兰搭建的合作平
台，众远新材料以芬兰为纽带，以
钛合金粉末为核心的 3D 打印研发
项目正加速向欧洲市场挺进。

创新海外引智模式 激发科技协作潜力

海曙扩容跨国合作“朋友圈”

本报讯（记者何峰 余姚市委
报道组谢敏军 通讯员沈柳瑜）

“有了优惠的科技贷款，我们进行
技术研发和推进生产线改造的底气
更足了。”位于余姚的宁波津一油
泵有限公司是一家科技型企业，负
责人罗经理的言语之中，透出对企
业发展的信心。

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把掌握
核心技术作为转型升级的关键，科
研资金紧张的问题也日益凸显。为

此，余姚着眼“科技+金融”，从
减少银行放贷顾虑、不限企业规模
扩大贷款覆盖面、增加合作银行数
量延伸服务触角、结对服务高新技
术企业等方面入手，加大对科技型
企业的金融扶持力度。

津一油泵有限公司去年主营业
务收入近亿元，面对激烈的竞争，
企业今年主营业务收入想要突破亿
元大关，必须加大研发与技改投
入。“按照以前的政策，像我们年

销售额 5000 万元以上的企业，不
再享受优惠的科技贷款。去年年
底，余姚修订了相关政策，规定凡
是注册地和纳税地在余姚的科技类
企业均有资格申请科技贷款。”罗
经理说，今年年初，公司成功申请
科技贷款 500万元，解决了资金问
题。

“降低科技贷款的门槛，实现
贷款企业扩面，有效提升了重点科
技企业的研发积极性和投资力度，

同时为银行提供了更多高安全度的
贷款对象。”余姚市科技局负责人
表示。截至目前，申请科技贷款的
企业中有 15 家是年销售额 5000 万
元以上的企业，占比30%。

“扩面贷”降低贷款对象门
槛，推动重点科技企业发展；“放
心贷”引入保险机构风险补偿机
制，助推创新型初创企业成长；“方
便贷”借力有网点优势的银行和“金
融超市”，服务镇村中小科技企业；

“精准贷”通过金融机构和企业点对
点结对，提升高新技术企业能级
……分门别类、精准施策之下，余姚
科技贷出现井喷。截至 5月底，余姚
新增科技贷 1.005 亿元，41 家企业
受益；科技贷余额1.1477亿元，同
比增长432%。

分门别类 精准“浇灌”

余姚科技贷助推企业转型升级

记者 张 昊

手机立案、微信庭审、掌上
办案……两年前，或许还没有人
能设想这一切。

两 年 后 ， 用 手 机 打 官 司 在
“移动微法院”上已然成真。“指
尖诉讼”，以公开透明便捷颠覆了
人们的诉讼体验。在宁波，七成
以上的案件实现“移动微法院”
审理。

这个不起眼的“小程序”，最
终撬动了移动电子诉讼制度的

“大变革”，被誉为司法工具的重
大创新、全省“最多跑一次”改
革最佳实践案例。

这背后，有市中级人民法院
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邹立群带
领团队破难攻坚的身影。他们筚
路蓝缕，奋楫勇进，推动着“宁
波移动微法院”走向全国。

扬帆电子诉讼新航程

“从立案、开庭到宣判，再到
申请执行，当事人跑个七八次是
很正常的。”邹立群对群众为官司
奔波之苦深有同感，“打官司很麻
烦”是很多当事人难以言说的痛

处。
2017 年 10 月 ，“ 余 姚 微 法

院”的试水，让宁波中级人民法
院党组看到了这一新生事物的生
命力。“法院党组希望在余姚的基
础上加以完善并在全市法院系统
推广，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我。”邹
立群说。

挺膺出列、精锐出战是奋楫
者的本色。邹立群不迟疑、不退
缩、不畏难。接手任务后，他第
一时间带队北上赴最高人民法
院，争取到全国唯一移动电子诉
讼试点批文；又南下深圳腾讯总
部，有效促成双方签订合作协议
共建实验基地，确保改革工作于
法有据和技术安全。

邹立群说，“移动微法院”是
司法与技术双重创新的“协奏
曲”，所以它必然涉及司法流程再
造和规则重构。如何对部分法律
规则有所突破，又能保证司法公
正，成为设计“移动微法院”的
难点。

司法文书此前要求是当事人
签名，电子签名是不被承认的。

“如果不能电子签名，那么‘手机
打官司，指尖来办案’就无从谈
起。” 【下转A6版】

撬动变革的奋楫者
——记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
政治部主任邹立群

担当作为好干部

上半年增长7.4%

宁波外贸逆风飞扬

上半年GDP增长6.3%

十大数据透视
中国经济“上半场”走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