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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北仑区
委报道组顾霄扬 陈盛竹） 雪龙集
团上马年产 20 万套节能型离合器
风扇总成智能化建设项目，加快打
造数字工厂；微科光电投资 4 亿
元，打造光学传感器及应急救援装
备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投产后
预计亩均税收可达 147万元；华朔
科技投建年产 100万套汽车零部件
智能制造示范项目，计划引进智能
化精密制造生产线、智能压铸集成
控制单元、工业机器人等数字化装
备……上周五，在北仑区重点企业
增资扩产工作座谈会上，该区工业
企业增资扩产 21 个项目进行集体
签约，总投资 33.3亿元，涉及 8家

企业。
为拉动工业投资，北仑积极向

内挖潜，激发市场主体微活力，引
导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加大技改和
研发投入。早在7月27日，北仑区
政府与申洲集团签订 72 亿元的增
资扩产项目协议。“工业投资对实
体经济稳增促调和高质量发展起着
关键性支撑作用，北仑把加速项目
推进、扩大有效投资、实施智能化
技改作为重要抓手，不断激发投资
活力，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加快打造‘246’产业集群建设示
范区。”北仑区主要领导表示。

克服原有发展模式的路径依
赖，鼓励企业积极投产科技含量

高、附加值大、市场竞争力强的高
端产品。台晶电子计划投建面向
5G 时代智能化工业物联网的声波
传感器模块开发与制造项目，科宁
达工业新投新能源汽车用稀土永磁
材料生产线改造项目，代表了行业
发展的高端化方向……“我们把培
育‘246’产业集群作为工业经济
增长的主动力来抓，在功能配套上
做‘加法’，加快汇聚创新动能。”
北仑区发改局负责人表示。

空间深度挖潜，为激活新一轮
经济增长提供发展空间。近日，
该区出台相关产业政策，并推出
低效产业用地再开发实施办法，
多措并举推动土地高效利用，鼓
励企业在原有土地上开展设备更
新、技术升级、厂房改造等，将
企 业 增 资 扩 产 由 “ 摊 大 饼 ” 向

“垒积木”转变，提高单位空间效
益。凯耀电器通过内部挖潜，拟对
老厂房进行二次改造，新建年产

1.8 亿只 （套） LED 智能照明系列
产品建设项目。同时该区还全力推
进落后产能整治淘汰，推动分散在
园区外的小微企业向小微园区整
合，为优质企业和项目腾出发展空
间。“这些政策非常接地气，让我
们投资更有信心。”德业集团副总
经理谈最表示。

全力扩大工业有效投资，离不
开优质的营商环境。今年以来，北
仑坚持领导干部“直通一线”、部
门职能“下沉一线”，紧贴企业需
求，实打实地破解难题送服务。氢
气是科元集团重要的生产原料之
一，距该公司不足 2公里的宁波金
发新材料有限公司为丙烷、混合碳
四深加工企业，氢气为其生产过程
中的富余气体。北仑区领导及有关
部门了解该信息后多次深入企业沟
通，积极促成合作签约，近期两家
企业就价格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年供气量约2万吨。

北仑：工业企业增资扩产深耕实体经济
继申洲72亿元增资扩产项目签约后，又有8家企业21个项目集体签约

拉高标杆扬长补短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

本报讯（记者徐展新） 昨日
下午，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郑
栅洁会见了华为公司副总裁杨瑞
凯一行。

郑栅洁欢迎杨瑞凯一行来甬
考察。他说，华为是一家核心竞
争力强、国际化程度高、战略眼
光长远的优秀企业。当前，宁波
正加快建设“246”万千亿级产
业集群等一批“栽树工程”，未
来产业实力会更加雄厚，城市国
际化程度会更高，宁波与华为的
合作空间十分广阔。希望双方坚

持“战略谋划有定力、战略实施要
抓紧”，立足各自特色优势，进一
步加强沟通与对接，清单式谋划落
地一批互利共赢的合作项目，携手
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杨瑞凯表示，宁波区位优势突
出、工业基础扎实，华为十分愿意加
强与宁波的全方位合作。华为将立
足自身发展战略，结合宁波特色优
势，聚焦数字经济和信息产业发展
的重点领域，加大投入、优化布局，
为宁波城市转型升级贡献力量。

施惠芳、陈炳荣参加。

郑栅洁会见
华为副总裁杨瑞凯

本报讯 （记者厉晓杭 王
博 鄞州区委报道组杨磊） 乡村
振兴，文化为魂。昨天，2019
乡村文化振兴高峰论坛在鄞州召
开，来自国内科研文化研究机
构、投资圈等 300 余名权威学
者、嘉宾集聚甬城，共商乡村文
化振兴之策。第十三届全国人大
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
春生，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
咨询委员会委员、原农业部常务
副部长、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会长
尹成杰等有关领导专家参加。市
委副书记宋越舜出席。

据悉，该论坛以“弘扬优秀
乡村文化 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为主题，探讨以大力推动乡村文
化振兴、健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为抓手，发展乡村特色文化
产业，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
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促进乡

村文化繁荣兴盛，助力乡村全面振
兴，早日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
民富。

与会专家围绕新形势下乡村文
化振兴的实践思考、乡村文化振兴
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和地位、乡村
文化建设面临的困境与机遇等主
题，发表主旨演讲，对乡村特色文
化产业的发展模式、传统古村落的
保护与开发、乡村传统文化如何与
现代文化融合、乡村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等问题进行深入研讨和交
流。

据悉，本次论坛由中国小康建
设研究会主办，中国小康建设研究
会品牌发展委员会、中国小康建设
研究会乡村振兴研究院、中国小康
建设研究会文化委员会承办。

前天，李春生一行还实地考察
了鄞州区邱隘镇回龙村、云龙镇上
李家村及东钱湖镇韩岭村。

2019乡村文化振兴
高峰论坛在甬召开

本报讯（记者董娜） 记者从
市财政局获悉，为进一步落实市
级行政事业单位房地产清查整顿
工作，盘活并优化国有行政事业
单位资产使用，促进国有资产的
保值增值，拟在宁波产权交易中
心对部分行政事业单位房地产进
行公开拍卖。

据了解，我市于今年 4月开
展市级行政事业单位房地产清查
整顿工作。清查范围是市级行政
事业单位的所有房屋和土地，涵
盖办公用房、业务用房和住宅用
房、商业用房等其他用房，包括
实际占有、使用，依法确认为本
单位所有的房地产 （含账外资
产）。其中，不适合行政事业单位
履职保障要求的房地产，严格按
国有资产处置程序进行统一处
置，提高利用效益，避免国有资
产闲置浪费。

据悉，首批拍卖的 27 套房
产均位于海曙区，建筑面积从

60 多平方米到 130 多平方米不等，
挂牌价格在 1.6 万元/平方米到 2.1
万元/平方米不等。这些房产将分
成三组分别于10月9日9时、10月
9 日 14 时和 10 月 10 日 9 时进行竞
价。

有意愿参与竞买的市民，可先
登录宁波产权交易中心网站报名，
再申请实地看样。9月 10日至 9月
12 日为集中看样时间。本次转让
的房产不受宁波市限购政策限制。

根据市委市政府要求，我市将
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形
成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长效机制，
把 更 多 资 金 用 到 推 进 “ 六 争 攻
坚”、改善社会民生上。市财政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加强行政事业单
位房地产清查整顿，有利于进一步
整合清理闲置资产，加快资源统筹
盘活，有效补充政府财力，把更多资
金用到保障重大战略、重大改革、重
大平台和重点项目支出上，为推进
宁波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支撑。

首批市级行政事业单位
房地产将集中公开处置

一个军礼、一个拥抱、一张合影、一声保重。昨日上午，武警宁波支队239名老兵踏上回家的旅程。老兵佘
伟斌说，无悔的军营生活虽已结束，却是厚积薄发的开始，“军营让我成长，我依然会以一名军人的标准要求自
己，再创辉煌、再立新功！”

（胡港 王晓峰 摄）
军旅无悔

本报讯（记者黄金） 为迎接
新中国 70 华诞，践行新闻工作
者的“四力”，昨天上午，宁波日报
报网新媒体在北仑张人亚党章学
堂启动大型行走式互动报道。

从革命年代展现出的红船精
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
征精神、延安精神、沂蒙精神、
西柏坡精神，到改革开放年代的
小岗精神、深圳精神、浦东精
神，新时代的“两山精神”“雄
安精神”等，一个个不同时期的
精神，指引我们克服困难不断走
向胜利！

在此后的一个月内，甬派、中
国宁波网记者将沿着中国共产党从
革命年代到改革开放年代，再到新
时 代 这 一 脉 络 实 地 采 访 15 座 城
市，用心感受时代温度。

本次行走式报道将邀请派粉和
记者一起登上“时代列车”，探寻
初心背后的故事，见证沧桑巨变，
集中展现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伟大
成就背后的精神力量！

此次大型实地走访报道，选择
从北仑张人亚党章学堂出发，也体
现宁波媒体践行“四力”，为新中
国70华诞奉献宁波力量的初心。

从张人亚故里出发，行走15城追寻初心

宁波日报报网
大型行走式报道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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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黄合）在宁波，近
1500 家农村文化礼堂已成为矗立
在田间地头的文化新地标。如何让
这个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的重要阵地不仅“建起
来”，还要“用起来”“活起来”？

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开展以来，市委宣传部、市委网
信办和市级宣传思想文化单位以问
题为导向，47位副局级以上领导干
部和74个处室（部门）结对联系148
家文化礼堂，重点对已建成但仍存
短板的文化礼堂开展面对面调研指
导，逐一“把脉问诊”“对症下药”，力

求“因材施策”，让每家文化礼堂都
能“活”起来。

文化礼堂利用得好不好，最直
观的就是看能不能做到“门常开、人
常来、活动常在”。一些基层群众反
映，部分文化礼堂作用发挥并不明
显，特别是一些经济薄弱村文化礼
堂资金投入不足，管理机制不完善，
除了偶尔有一些送戏下乡和节日活
动外，平时就成了村民办红白喜事
的场所，甚至成了“铁将军”把守的

“形象工程”。
针对这种情况，在过去两个多

月时间里，我市宣传文化系统各单位
深入基层调研服务620余次，发放并

回收超过1.1万份问卷，撰写服务手
记50余篇，在深入一线的过程中，把
准每个文化礼堂的“病灶”和“症结”。

在余姚官路沿村文化礼堂，市
委宣传部文化体制改革与管理处邀
请宁波优秀志愿者红牡丹国际书画
馆姜红升等书画名家，开展“小手拉
大手，共进大礼堂”百名儿童书画培
训，送去优秀文化资源；在海曙车何
渡村文化礼堂，宁波日报报业集团
调研后决定发挥自身文化资源优
势，帮助村民充实农家书屋图书，定
期开展阅读分享会、读书讲座等活
动，补足精神食粮；在北仑河西村文
化礼堂，市社科联针对村子缺乏师
资的困境，主动对接高校专家和优
秀团队开展文艺演出、美丽庭院设
计、健康讲座等活动，帮助当地培训
一批文艺骨干……

不仅要帮助农村文化礼堂厘清
定位和思路，还要手把手帮助他们
建立自己的“文化菜单”和“文化地

标”，打造属于本地村民的“精神家
园”。对此，市委宣传部组织开展“创
意点亮乡村”行动，邀请有专业特长
的大学生结合所学专业知识，到农
村进行村容村貌提升、村庄公共场
所设计改造、美丽庭院改造等，通过
细节之处的“点睛之笔”，帮助文化
礼堂及其所在村变靓变美。市文联
邀请环太平洋国家艺术家走进象山
定山村文化礼堂，和当地艺术家进
行互动交流，通过互赠书法作品，为
文化礼堂增添别样色彩。

据统计，截至 8月底，我市宣传
文化系统已协助文化礼堂开展各类
活动超过500次，组织送戏下乡170
余场，开展文艺培训和指导 330 余
次，帮助组建文体团队 270多支，以
文化礼堂为载体，把传统文化传承、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公民道
德建设推广等功能有机结合，使其
真正发挥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
作用。

农村文化礼堂如何都能“活”起来？

市级宣传文化单位结对148家文化礼堂“因材施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