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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月 17日电 国
家主席习近平 17 日签署主席令，
根据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
次会议 17 日下午表决通过的全国
人大常委会关于授予国家勋章和国
家荣誉称号的决定，授予 42 人国
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

根据主席令，授予于敏、申纪
兰 （女）、孙家栋、李延年、张富
清 、 袁 隆 平 、 黄 旭 华 、 屠 呦 呦

（女）“共和国勋章”。
授予劳尔·卡斯特罗·鲁斯

（古 巴）、 玛 哈 扎 克 里 · 诗 琳 通

（女，泰国）、萨利姆·艾哈迈德·
萨利姆 （坦桑尼亚）、加林娜·维
尼阿米诺夫娜·库利科娃 （女，俄
罗斯）、让-皮埃尔·拉法兰 （法
国）、伊莎白·柯鲁克 （女，加拿
大）“友谊勋章”。

授予叶培建、吴文俊、南仁东
（满族）、顾方舟、程开甲“人民科
学家”国家荣誉称号；授予于漪

（女）、卫兴华、高铭暄“人民教育
家”国家荣誉称号；授予王蒙、秦
怡 （女）、郭兰英 （女）“人民艺术
家”国家荣誉称号；授予艾热提·

马木提 （维吾尔族）、申亮亮、麦
贤得、张超“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
号；授予王文教、王有德（回族）、王
启民、王继才、布茹玛汗·毛勒朵

（女，柯尔克孜族）、朱彦夫、李保国、
都贵玛（女，蒙古族）、高德荣（独龙
族）“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授予

热地（藏族）“民族团结杰出贡献者”
国家荣誉称号；授予董建华“‘一国
两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
号；授予李道豫“外交工作杰出贡
献者”国家荣誉称号；授予樊锦诗

（女）“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
荣誉称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
授予屠呦呦顾方舟等42人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本报讯 （记者易鹤） 昨日上
午，市政府召开全市深化“最多跑
一次”改革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第
三次专题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
裘东耀在会上强调，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
市委的部署要求，奋勇争先，精准
发力，全力推动政府数字化转型工
作提质增效、走在前列。

裘东耀指出，推进政府数字化
转型，事关深化“最多跑一次”改

革，事关优化营商环境，事关实现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今年
以来，全市政府数字化转型取得了
阶段性成效，但还有较大提升空
间。各级政府及部门要强化问题导
向、效果导向，找准短板促提升，
紧盯目标求实效，进一步增强推进
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思想自觉和责任
担当。

裘东耀强调，推进政府数字化
转型，必须紧扣目标，精准施策，
攻坚破难。一要全面提升数据指

标。提高网上可办率，推进个人、
企业高频“一件事”网上办理，加
快推出容缺受理、中介服务事项清
单和联审联办“一件事”等清单。
二要深入推动政务服务提速。对标
先进，查漏补缺，建立政务评价系
统，打破跨区域办事壁垒，提升在
线办理便捷度。三要着力推进“互
联网+监管”。深化全省统一执法
监管平台和掌上执法系统应用，严
格执法标准和规范，加大即时检查
力度，提升监管实效。四要不断促

进数据共享。深化应用创新，提升
共享数据使用活跃度和数据共享调
用量，加大数据共享需求协调力
度，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加大共享
开放力度。五要加快推动项目建
设。提升省重大项目在我市的应用
成效，推动我市创新项目在全省的
推广应用，抓好政府数字化转型重
点项目和创新应用。六要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加快推广“刷脸办”、
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3.0 版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 2.0
版），推进水电气报装便利化，深
化“信用+行业监管”应用。

裘东耀强调，各级政府及各部
门要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强化主
体责任，优化沟通联动协同机制，
比学赶超、全力冲刺，确保高质量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陈仲朝及张良才参加。

裘东耀在全市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推进政府
数字化转型第三次专题会议上强调

推动政府数字化转型提质增效走在前列

本报讯 （记者易鹤） 昨日下
午，市政府召开经济形势分析会，
分析全市今年前 8个月经济运行情
况，部署下一阶段经济工作。市委
副书记、市长裘东耀在会上强调，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省委省政府和市委的决策部
署，保持“六争攻坚”的激情、干
劲和作风，增强定力、咬定目标，
稳中求进、精准施策，有力有效推
进经济稳中向好发展，确保实现全
年发展各项目标任务。

在听取全市 1 月至 8 月经济运
行情况汇报后，裘东耀指出，今年
以来，在各地各部门的共同努力
下，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也
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各级政府及
部门要强化抓经济工作的责任意
识，切实抓重点、补短板、强弱
项，全力以赴推进经济发展提质增
效。

就做好下一阶段经济工作，裘
东耀强调，要紧盯全年目标任务，
着力突破难点、优化服务、完善机
制，全力打好高质量发展组合拳。
一要聚焦指标增长，挖掘发展潜
力。突出抓好规上工业增加值、其
他营利性服务业营业收入、财政八
项支出等重点支撑性指标，促进各
项指标进一步企稳回升。二要聚焦
难题化解，增强发展动力。深入落
实减税降费政策和稳外贸措施，结
合“三服务”活动切实帮助企业破
解各类难题，着力培育制造业单项
冠军和“小升规”企业，积极扩大
市场消费，狠抓重大项目落地建
设，推动投资稳步增长，千方百计
夯实内外需求支撑，有效防范化解
重点领域风险。三要聚焦产业创
新 ， 提 升 发 展 活 力 。 加 快 培 育

“246”万千亿级产业集群，推进甬
江科创大走廊、前湾新区等重大平
台建设，深入实施“科技创新 2025”重大专项，全方位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和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纵深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和政府数
字化转型，进一步提升产业能级和创新发展水平。四要聚焦民生改善，
凝聚工作合力。扎实办好民生实事项目，高度重视稳就业、稳物价等工
作，深入抓好促进生猪生产、保障猪肉市场供应和节日“菜篮子”，稳
步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生活垃圾分类等工作，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
感、安全感和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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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陈
琼） 记者从昨日市政府新闻办举行
的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卫生专
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宁波医疗卫生事业取得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宁波人均期望
寿命增加了一倍多，居民健康主要
指标达到全国先进水平。

据统计，到 2018 年，宁波全
市人均期望寿命达到 81.61 岁，比
全国平均的 77 岁高出 4.61 岁，比
新中国成立初期宁波人均期望寿命
38岁增加了一倍多。

新中国成立前，宁波疫病频发，
严重影响宁波居民的身体健康。新
中国成立后，市县两级先后建立疫
情报告制度，全面加强隔离治疗、病
媒消杀、饮食饮水卫生、预防接种、
计划免疫工作和开展爱国卫生运

动。进入 21 世纪，我市建成启用现
代化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
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快速反应
和应急处置能力明显提高。

经过防疫人几十年的努力，霍
乱、天花等烈性传染病早已消灭，
白喉、麻疹、脊髓灰质炎等急性传
染病得到控制；血吸虫病、丝虫病
等已消除。 【下转第11版】

（相关报道见第6、7版）

70年，宁波人均期望寿命增加一倍多

本报讯（记者龚哲明）昨天下
午，市政协创新协商形式首次以远
程协商方式召开主席议政会，市区
两级政协委员在主会场和海曙、江
北、鄞州分会场交替发言，共商

“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大计。市
政协主席杨戌标、市委副书记宋越
舜分别讲话。林静国、张明华、崔
秀玲、郁伟年、叶双猛、叶正波及
陈文祥出席。

“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是本
届政协重要议题，今年全会期间市

政协就此开展联组交流协商。4月
以来，市政协组织课题组深入开展
调研，形成了加强党建引领、减轻
基层负担等专题报告。会上，5个
课题组代表作重点发言，6名委员
作即席发言，7个相关部门负责人
现场回应，会场气氛热烈。

杨戌标指出，再次就“基层治
理”的议题开展协商议政，是对党
政所急、群众所盼事项的再次回
应，是政协“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的行动自觉，也是政协助推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的具体举
措。我市基层社会治理工作起步
早、效果好，但新形势下仍有不少
改进空间。当前，要把握好顶层设
计与基层实践的关系，切实破解体
制机制瓶颈制约，加强基层减负增
效，鼓励基层实践创新。要把握好
党建引领与多元共治的关系，充分
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引
导多元主体参与共治，做实基层协
商共治平台。要把握好法治与德治
的关系，既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

平，又强化城乡居民思想道德建设，
切实降低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效能。
要把握好硬件和软件的关系，既加
快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步伐，又提高
基层干部引领服务群众的能力，推
进基层治理精细化精准化。

宋越舜对政协委员提出的意见
建议表示肯定，要求相关部门认真
梳理研究，制定对策措施，并体现到
今后基层治理的实践工作中去。他
强调，今后要加强党建引领，充分发
挥基层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主心
骨作用。要完善网格化管理，严格网
格事项准入制度，提升网格发现功
能。要积极发动群众参与，构筑共建
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要完善
处置联动机制，加强联合执法，形成
合力。要提升社会治理信息化、智能
化水平，破除“信息孤岛”现象。

创设远程协商再议“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
市政协召开主席议政会 杨戌标宋越舜讲话

本报讯（记者孙佳丽 张正
伟） 当旅人离开一座城市的时
候，选一份花钱不多却用心良苦
的伴手礼，不啻为一种好的选
择。为了找到能代表宁波城市形
象的伴手礼，市商务局上月发起
首届宁波伴手礼推选活动。昨
日，记者从活动组委会获悉，延
长原本上周日到期的作品征集时
间，到9月25日截止。

“到 17日，我们已经收到 81
家企业的 127件作品，虽然在数
量、种类上远超预期，但伴手礼
是城市给人的第一印象，所以我
们希望再等一等，征集到更多能
代表宁波的精品。”活动承办单
位——宁波市老字号企业协会会
长张空告诉记者。

伴手礼是出门到外地时，为
亲友买的礼物，一般是当地的特
产、纪念品等，它不需要多么贵
重，但一定是“颜值”爆表，极
具城市印记，同时能随手礼赠。

鄞州雪菜用白色的封皮包
着，“咸齑”二字瞬间变得高大
上；以越窑青瓷瓶盛装的 500毫
升杨梅酒；琉璃仿制的天封塔蔺
草香氛礼盒，点燃古味香薰，仿
佛穿越千年……昨日下午，记者
在宁波市老字号企业协会目睹了

部分参选作品，从这些作品上，可
以看到来自市食品工业协会、市老
字号企业协会和各区县 （市） 推荐
的企业花了不少心思，想方设法把
宁波传统文化与现代理念相结合，
但在独特性、实用性、便携性上有
所欠缺。此外，此次推选的作品多
为食品类，有些企业甚至将日常售
卖的产品拿来参选，从外包装上也
看不出明显的宁波元素。

“伴手礼的设计、制作还需要
一个比较长的周期，大部分企业是
首次参加，在经验和技术上尚有不
足，导致没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去
制作具有地方特色的伴手礼，只是
从现有的设计产品中挑选了几款相
对适合的参选。”张空说。

资金也是困扰部分企业再创作
的阻碍之一。鼓楼沿街区企划部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很早就想
设计、推出一款集合鼓楼元素的伴
手礼，但奈何“囊中羞涩”，这一
步至今仍未落实，更别提生产了。

而更多的企业还没有认识到伴
手礼设计的价值与意义，据相关业
内人士介绍，在此次活动动员发动
过程中，一些传统企业故步自封，
主动性不强。同时参与面也不够广
泛，在设计、制作方面具有优势的
本地知名制造业企业没有参与。

什么样的“礼”，能让人“带走”宁波？

宁波首届伴手礼
作品推选还在“等”

9 月 17 日，北京 2022 年
冬奥会吉祥物和冬残奥会吉祥
物发布活动在北京举行。

这是北京 2022 年冬奥会
吉祥物“冰墩墩”（左） 和冬
残奥会吉祥物“雪容融”。

（新华社发）

冰墩墩
雪容融
代言北京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

第3版▶

谁来授予？如何评审？种类几何？
——我国开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集中评选颁授热点解码

外交部回应中国何时与所罗门群岛正式建交：

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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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号”
穿越镇海老城
2号线二期分两段开通
首通段将于2020年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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