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INGBO DAILY2 要闻
2019年7月25日 星期四
一版责任编辑/陈 达
二版责任编辑/朱 雯

记者 俞永均

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同
比增长6.5%，增速高于全国平均0.2
个百分点，但低于全省平均。

中美经贸摩擦一年多来，经济
外向度高的宁波经受住了外部复杂
环境的严峻考验。上半年，我市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认真贯彻落
实中央、省市各项决策部署，深入推
进“六争攻坚、三年攀高”行动，延续
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态势，经济
高质量发展底色更浓。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

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同比
增长 6.5%，乍看以为宁波经济呈现
下滑态势，实则不然——

去年上半年，全市 GDP增速达
到 7.8%，比去年一季度、前三季度
和全年分别高出 0.2、0.7和 0.8个百
分点，处于去年的峰值，对今年形成
较高的基数压力。

今年以来，受国内消费需求下
降影响，作为宁波第一大产业的汽
车制造业增加值下降 3.8%，影响规
上工业增加值增速约1.9个百分点。
同时，服务业中的其他营利性服务
业营业收入增速比一季度下滑了
5.3个百分点，这两个行业合计拉低
了GDP增速约0.96个百分点。

市统计局负责人认为，上半年
全市经济增速虽有回落，但经济运
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从预期性指
标来看，下半年全市经济有望保持
在合理区间。

先来看投资。上半年全市固定
资产投资增速高于去年同期 7.4 个
百分点，其中工业投资增长 5.6%，
脱离了负增长区间。市发规院有关
专家指出，工业投资增长由负转正，

这是宁波工业经济运行出现的一个
可喜变化。

工业稳则经济稳。统计显示，上
半年在35个工业行业大类中，29个
行业增加值同比正增长，增加值占
比前十大行业呈“八增二降”态势。
从产品产量来看，上半年全市列入
产品目录的223个产品中，118个产
品 实 现 正 增 长 ，产 品 增 长 面 为
52.9%。

用电量是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
先行指标。上半年全市全社会用电
量增长 4.5%，其中工业用电量增长
2.4%，分别高于全省1.2个百分点和
2.0个百分点。

不止如此，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作用持续增强。上半年，全市金融机
构制造业贷款增长 11.7%，普惠口
径小微贷款增长 25.4%。投向制造
业领域贷款的高速增长，为宁波制
造业开足马力生产和有效接单提供
了有力支撑。

获得感好，高质量发
展态势明显

经济好不好，企业和老百姓最
有发言权。细细分析宁波经济半年
报，一些亮点数据和新变化，透出了
这个去年刚晋级“万亿 GDP”城市
的务实和内涵。

今年以来，宁波全面落实国家
减税降费等政策，政策效果初步显
现。上半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中税收收入同比增长 4.3%，增速比
一季度下降 4.2 个百分点。与此同
时，全市规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
比降幅比一季度收窄7.1个百分点，
规上工业企业税金总额增速比一季
度低 13个百分点，规上工业企业成
本费用利润率比一季度提高 1.3 个
百分点。

根据“全省民营企业发展环境

问卷调查”中被抽中的 532 家民营
服 务 业 企 业 调 查 问 卷 显 示 ，有
93.0%和 79.1%的受访企业对于政
府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和解决民营企
业融资难融资贵的举措与成效表示
满意或较满意。

普通老百姓也是减税的直接受
益者。上半年，全市个人所得税同比
下降 17.1%，不少人无需再缴纳工
薪所得个人所得税。与此同时，财政
对民生事业的投入全面增长，其中
农林水、城乡社区、卫生健康、社会
保障和就业支出、文化旅游体育与
传媒支出分别增长 35.6%、19.8%、
14.3%、12.0%和11.4%。

得益于个人所得税改革、企业
盈利情况好转、居民收入来源增多
等一系列利好，居民收入稳步增长。
上半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同比增长 9.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
增长 6.4%。其中，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增幅高出城镇居民 0.7 个
百分点。从收入来源看，工资性收入
增长 9.6%，财产净收入增长 11.3%，
转移净收入增长13.3%。

科技赋能成为“宁波号”列车高
质量发展的一大特色。上半年，全市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投入研发费用
144.3亿元，同比增长14.8%，高出规
模以上工业营业收入增速13.8个百
分点。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实现新产品
产值2772.3亿元，同比增长7.5%，增
速比工业总产值高3.2个百分点。新
产品产值率为32.8%，比去年同期提
高0.6个百分点。这一连串数据都表
明，在科技争投的带动下，宁波科技
创新的核心驱动力效果开始显现。

经济有韧性，千磨万
击还坚劲

改革开放 40多年来，宁波依托
港口之利、开放之先、体制之活、民

企之多，主动拥抱世界，积极融入国
际市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淬炼了

“千磨万击还坚劲”的韧性。
上半年，宁波经济的韧性无处

不在，坚劲依旧——
先来看外贸，进出口双轮驱动

竞争力强。作为以一般贸易出口为
特色的城市，宁波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上半年实现出口交货值1587.9亿
元，占同期全市外贸出口总额的
57.1%，同比增长 11.8%，增幅同比
提高9.9个百分点。

上半年，宁波外贸出口占全国
的比例为 3.49%，比去年同期提高
0.06个百分点，市场份额不降反升。
进口方面，宁波跨境电商进口额稳
居全国试点城市第一，近期又有多
个城市组团来甬学习考察。

再来看工业，“246”万千亿级产
业集群发展潜力巨大。截至 6月末，
全市“246”万千亿级产业集群拥有
规上工业企业 5831家，占全部规上
工业企业家数的 73.2%。上半年，这
些企业累计实现工业增加值、工业
总产值分别占全市规上工业总量的
79.3%和 79.8%。其中，智能家电产
业、绿色石化产业和电子信息产业
总 产 值 分 别 增 长 15.2% 、12.6% 和
12.1%。

宁波经济的韧性还体现在增长
结构方面。在工业经济处于缓慢复
苏阶段时，服务业一举接过了增长
领头雁的大旗。上半年，全市服务业
实现增加值 2557.2 亿元，同比增长
7.8%，占 GDP比重 47.2%，比去年同
期提高 1.4 个百分点，对 GDP 增长
的贡献率高达53%。

市统计局负责人表示，今年外
部不确定因素较多，同时内部结构
性问题仍较突出，经济下行压力较
大，实现全年目标仍需发扬闯劲、拼
劲，锚定高质量发展航向不动摇，劈
波斩浪勇前行。

劈波斩浪勇前行
——如何看待上半年宁波经济走势

本报讯 （记者沈孙晖 王
珏） 镇海区委前天作出决定，追
授熊澎桥同志“镇海区优秀共产
党员”称号，并在全区开展向熊
澎桥同志学习的活动。

熊澎桥1991年6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生前任镇海区委常委，
镇海区政府党组成员，宁波市大
学科技园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
任。参加工作近 30 年来，他始
终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
求自己，把对党忠诚、服务人民
的满腔热情注入到干事奉献中，
彰显了党员干部善抓敢拼、担当
作为的品格风范，以实际行动诠
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价值追求和
使命担当。

为大力弘扬熊澎桥同志的先
进事迹和优秀品格，镇海全区党

员干部将学习熊澎桥坚守初心、对
党忠诚的政治品格，矢志不渝做无
愧于初心使命的共产党员；学习熊
澎桥心系群众、服务人民，把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
标，不断增加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学习熊澎桥恪尽职守、
担 当 干 事 ， 善 谋 善 为 、 善 作 善
成，在推进落实中心工作中勇挑重
担、勇于破难；学习熊澎桥克己奉
公、忘我奉献，做到让组织放心、
让群众满意，展现“雄镇铁军”的
精气神。

全区各级各部门将把学习熊澎
桥同志先进事迹与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紧密结
合，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
落实，为加快推进港口强区、品质
之城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熊澎桥被追授
“镇海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本报讯（记者张昊） 由省委
宣传部、省文明办和浙报集团联
合推出的“浙江好人榜”2019
年 7月名单日前揭晓。此次上榜
共 16 例，其中海曙区盲人协会
主席陈效平获评助人为乐好人，
镇海石化建安公司焊接五班班长
王敏燕获评敬业奉献好人。

陈效平双目失明、右腿残
疾，自学走上文学创作路，出版
故事、散文、小说 350 余万字。
他心怀感恩，开设公益课堂，为

大中专院校学生作励志报告，免费
为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子女作辅导，
今年 5 月获“全国自强模范”称
号。

从20岁到48岁，王敏燕将一个
女性最美的 28 年奉献给了自己的
焊枪。她不但练就了一手精湛的电
焊、氩弧焊、管子管板自动焊技能，
还开展了多项技术攻关。经她手焊
接完成的 60余万道管口，管口拍片
数近 2万道，一次合格率达 99.35%，
获全国五一巾帼标兵等荣誉。

陈效平王敏燕
获评“浙江好人”

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
员唐晋） 昨天下午，省、市征兵
工作电视电话会召开。记者从会
上获悉，去年我市顺利完成了新
兵征集任务，其中大学生征集比
例达到 75.9%。今年，我市计划
征集的兵员数量同比略有增加，
但大学生征集比例保持不变。

会议指出，征兵是国防和军
队建设的“源头工程、造血工
程、希望工程”，是强军兴军、
备战打仗的重要基石，事关国家
安全稳定与社会发展大局。去
年 ， 在 军 地 各 级 的 共 同 努 力
下，我市征兵形势总体向上向
好，并且涌现出众多全省领先
的“宁波经验”。比如，余姚役
前训练“三早、三严、三精、
三全”经验做法已在全省推广；
慈溪大学毕业生征集比例连续两
年位列全省第一，今年在全省大
学生征建用融合会议上作了经验
介绍。

但是，我市征兵工作仍然面
临着不少诸如高素质兵员征集难

之类的问题。为此，会议强调，为
了圆满且高质量完成今年的征兵任
务，军地两级相关部门要充分认识
到做好征兵工作的重要性。

会议要求，开展征兵工作要全
程把握“五率”（报名率、上站
率、合格率、择优率、退兵率） 标
准，要密切军地协调配合，压实各
方责任，守住廉洁征兵底线。还要
切实解决应征青年和家长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他们真
实感受到政治有地位、经济得实
惠、前途更光明。

此外，大学生已经成为征兵主
体，征集比例逐年提高。去年，军分
区联合市财政、民政、教育、公安等
部门出台了《大学生征兵工作实施
意见》，明确了大学生入伍优先、奖
励金发放标准、退役就业安置等系
列优惠政策。各地各部门要解读好、
宣传好、贯彻好、落实好，加大对大
学生兵员的吸引力度。

会议还专门表彰了去年我市征
兵工作中成绩突出的 35 家单位和
31名个人。

省市征兵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众多“宁波经验”助力征兵工作

本报讯（记者杨绪忠 通讯员
陈利东）近日，一张清单被密集派发
到了东部新城指挥部各相关单位，
主要是围绕去年以来“网络问政”中
的各种民生问题，梳理出了聚焦度
最高、反响最强的5类24项问题，并
组织“回头看”，举一反三，作为指挥
部下一步工作的重要依据。

“民众在网络上发声，对东部新
城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和意见，这是
对我们工作的支持，为此我们将已
经解决的问题进行再梳理、再回
头，重点检视问题解决得怎么样、
有没有反弹。以严肃的态度回应民
众的声音，达到我们与民众的良性
互动，让大家真切感受到东部新城

的发展成果。”东部新城指挥部相
关负责人介绍。

停车的问题，一度成为东部新
城众多网友热议的话题。为了解决群
众在东部新城停车难、车行拥堵的问
题，东部新城指挥部开发了云停车系
统，经过3000多个小时的研发和测试，
系统于今年 5 月 5 日正式与公众见

面，路面泊位周转率提升了 4倍，每
天为大约5000辆车提供停靠服务。

自去年1月至今，东部新城网上
发布厅收到市民意见398条，东部新
城指挥部做到100%回复、100%处置。

“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奔着
问题去，对着问题改，实实在在解决
群众关心的民生问题，以群众满意
度作为检验工作的最重要标准。未
来我们将立足城市核心区建设，发
挥担当精神，主动作为，将民生建设
融进使命，让更多的市民共享城市
发展成果。”东部新城指挥部相关负
责人表示。

借助网络问政回应群众关切

东部新城聚焦民生释疑解难

记者 黄 程
杭州湾新区报道组 赵春阳

上世纪 50年代，杭州湾畔上演
着人与大海抗争的壮丽故事。根据
周恩来总理“一定要修好浙东海塘”
指示，广大人民群众在党和政府的
领导下，开始了新的筑塘围垦。1957
年 12月 27日，《宁波大众》7版刊发
报道《庵东盐区将建造一条大海塘》

（右图）。
次年元旦，八塘开工围建，全部

劳动由当地晒盐百姓自己负担，每
天有 8000 名到 1 万名劳动力出勤。
历时 8 年，1965 年，全长 38 公里的
庵东八塘全部完工。这是个了不起
的工程，完全靠人力肩挑担扛完成。

“历史竟然如此相似。”听着庵
东“七二三”盐工革命斗争史陈列馆
讲解员的解说，在杭州湾新区管委
会工作多年的一名年轻干部心生感
慨，“我见过‘不可能完成’的大桥横
跨杭州湾，见过 22个月建成全球领
先的现代化汽车工厂，见过滩涂之
上崛起当时浙江省最大楼盘杭州湾
世纪城，那些塔吊林立、车辆穿梭、
机器轰鸣的画面让我永生难忘。”

2001年 11月，杭州湾跨海大桥
立项建设。历时 7年，无数人呕心沥
血、凝心聚力，攻克台风多、潮差大、
流速急、滩涂长、腐蚀作用严重、浅
层气富集等诸多技术难题，把天堑
变为通途。这座当时世界最长的跨

海大桥，像互联网传输通道一般，吸
引着长三角地区的人流、资金流、信
息流等，不断地改变着这座城市。

因桥而谋，与桥同兴。随着杭州
湾跨海大桥的立项建设，杭州湾新
区的前身——浙江慈溪经济技术开
发区启动开发；4年后的2005年，国
务院批准在开发区内设立浙江慈溪
出口加工区。

2010 年 2 月 23 日，宁波杭州湾
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在开发区
和加工区管委会基础上正式挂牌成
立。市委市政府提出“举全市之力、
汇全市之智、聚全市之才”支持杭州
湾新区开发建设。自此，新区肩负着
浙江省经济转型升级基地和宁波经
济新增长极的重大使命，砥砺前行。

新瓶装新酒，打造“浙江小浦
东”。挂牌成立后，新区在省市正确
决策和各方通力协作之下，创新实
施大部门制、现场指挥部工作制，沿
着产城人融合的新路径，只争朝夕
推进大开发、大建设，在“一张白纸”
上实现了造梦—逐梦—圆梦的历史
跨越。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截至目
前，新区累计引进各类产业项目
377个，总投资额约 3488亿元，其中
工业项目 266 个、总投资额约 1893
亿元，累计引进 22 家世界 500 强企
业的投资项目 40 个，“每年至少引
进一个百亿级项目”。

逐梦九年，不辱使命。昔日的滩

涂之上，如今已经崛起一座产业发
达的实力之城、人才集聚的活力之
城、游人如织的魅力之城、人与自然
和谐共处的生态之城、极具幸福感
的未来之城。“按照 2018 年全国综
合实力百强县市排名，新区的主要
经 济 指 标 相 当 于 50 名 左 右 的 水
平。”杭州湾新区经济发展局负责人
说，趁着湾区的浪潮，新区的目标是
建设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标志
性、战略性大平台。

7 月 11 日，浙江省人民政府批
复同意设立宁波前湾新区，包含宁
波杭州湾产业集聚区（面积约353.2
平方公里），以及与其接壤的余姚片
区（面积约 106.6 平方公里）和慈溪
片区（面积约144.2平方公里）在内，

并将发挥国家平台带动作用，着力
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基地、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标志性战略大平台、
沪浙高水平合作引领区、杭州湾产
城融合发展未来之城。

梦想源于责任，奋斗成就梦
想。又一个梦想在杭州湾萌芽，又
一段奋斗征程从这里雄壮起步。

“这是一片有着光荣斗争历史和创
业传统的土地，前人的奋斗实现了
自己的梦想，也为我们今天造梦、
逐梦提供了广阔天地和宝贵精神财
富，那种不畏艰难、艰苦创业的奋
斗精神和抓住机遇、不断进取的创
新精神，是我们新区事业不断发展
的力量源泉。”杭州湾新区管委会
相关负责人说。

奋斗铸就湾区梦
——党报见证辉煌大型系列报道⑨

昨天，市公交总公司永昌公司党员把饮料送进结对的武警宁波支队
某部，给夏练三伏的官兵送去一抹清凉。当天，永昌公司在该部开展

“记初心，走军营”主题党日活动，党员们参观了武警荣誉室，观摩了
军体拳表演和内务整理，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

（胡建华 钱霞 摄）

军营来了送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