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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市区空气质量预测：良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北仑区
委报道组顾霄扬 陈盛竹）申洲国
际集团向北仑区慈善总会捐赠人民
币 1 亿元，用于北仑青年创业创新
大厦的建设；宁波规模最大的综合
性公共实训中心 10 月 11 日在北仑
投用，青年有了学习新技能的好去
处；北仑青年公寓申购火爆，适龄青
年买房安家政府最高补贴 30 万元
⋯⋯自今年 2 月北仑区出台“青年
北仑”住房、信贷、就业、子女入学保
障等十大政策以来，北仑区政企合
力为青年人才打造“梦工厂”，青年
创新创业热情持续高涨。

青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力军
和中坚力量。近日，全国首批《中长
期青年发展规划》实施试点县（市、
区）公布，北仑是浙江省唯一入选的

区县（市）。“当前，北仑正在全力实
施‘双城’战略，打造‘246’万千亿级
产业集群示范区和‘225’外贸双万
亿行动示范区，‘青年北仑’是一个
重要支撑。拥有优秀的青年队伍，就
拥有了制胜未来的先机、高质量发
展的后劲，有望持续改善人口结构、
空间结构和产业结构，推动港产城
人融合发展，提升城市创新活力。”
北仑区委主要领导表示。

建立高端智库，精准服务青年。
北仑区成立全国首家“青年与城市
发展”大数据研究所，并建立大数据
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的工作机
制。“我们与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中国青年报、阿里云、上海交大、中
科院等机构及知名青年研究专家合
作，建设高能级青年发展智库。”北

仑区大数据发展管理中心主任贺建
良介绍，未来青年大数据应用将覆
盖政府项目决策、公共资源布局、公
共服务支撑、商业增值开发、区域发
展融合等各方面。同时，该区构建青
年线上线下综合服务体系，建设青年
综合服务中心，开发“青年北仑”微信
公众号和热线，精准提供有效服务。

重点项目引领，为青年创业安
居提供有效支撑。当前，北仑区正高
标准高品质谋划推进凤凰城开发建
设，打造青年理想之城，同时推出

“青年北仑十大建设工程”，包括青
年安居房、智创园、青年创业创新大
厦、青年体育公园和艺术馆等系列
工程。目前，青年综合服务中心、青
年体育公园、青年红色基因传承基
地已建成投用，青年创业创新大厦

已完成土地摘牌。
精准施策，为青年打开成长通

道。该区加强校企合作，组织企业赴
武汉、长沙等十城的百所学校开展
校招推介活动，同时采用“集中招
聘+社区联动”模式，推出 7000 余个
工作岗位，举办“立业之城”招聘会
22 场，吸引 1.2 万余名青年人才应
聘。支持宁波大学梅山校区、北航宁
波创新研究院、中德智能制造学院等
青年教育平台建设，在科创园、梦想
4.0 创客空间、凤凰科技城组织开展
创业创新论坛，培育高层次“青苗”。

今年 1 月至 9 月，北仑区净增常
住 青 年 17244 人 ，其 中 青 年 人 才
12258 名 ，青 年 常 住 人 口 占 比
33.55%，比 2018 年底提高了 1.76 个
百分点。

十大政策、十大建设工程燃起创新创业热情，青年理想之城渐行渐近

“青年北仑”为青年打造“梦工厂”

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 第
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10月20日在浙
江乌镇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互联网诞
生 50 周年。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人工智能、大
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新应用新业
态方兴未艾，互联网迎来了更加强
劲的发展动能和更加广阔的发展空
间。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互联网，

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人类，是国际社会
的共同责任。各国应顺应时代潮流，勇
担发展责任，共迎风险挑战，共同推进
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努力推动构建网
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向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致贺信

凝聚爱国主义的磅礴力量！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盛典启示录

本报乌镇电（记者殷聪 通讯
员郑波 储昭节） 昨天，第六届世
界互联网大会在乌镇召开。宁波高
调出席这场全球互联网的盛宴，中
之杰、云行天下、美象 VR、全网
云医疗等 4 家企业亮相互联网之光
博览会，蓝卓工业互联网、鲸灵网
络在乌镇发布了新产品。

“这是我第六次参加世界互联
网大会，每年来乌镇都有不一样的
体验。”在浙江中之杰智能系统有
限公司总裁苏玉学眼中，世界互联
网大会给中国的互联网从业者提供
了一个在家门口与全球顶尖企业、

“超级大脑”零距离交流的机会，
感受最前沿风潮，同时带来了商
机。6 年来，借助互联网大会，中
之杰为中小企业搭建的云制造平台

“一云通”名声大噪。运营 6 年的
这朵“云”，目前已为近万家中小
企业提供服务，并成功进入工信部
2017 年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
试点示范项目名单。下一步，中之
杰将凭借 10 余年在工业互联网领
域打下的基础，成为中国小微企业
数字化转型的第一合作伙伴。

宁波全网云医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也是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老面
孔 ”。 据 该 公 司 负 责 人 潘 仁 进 介
绍，全网云医疗近年来通过互联网
之光博览会，增长了见识，打响了
企业知名度。3 年来，全网云医疗
推动的全电子化病人影像服务深入
人心，并在上百家医疗机构建立了
无胶片化示范基地。

“今年是 5G 商业元年，我们借
助 5G 大通量的特性开发了移动大
医疗融合平台，实现了较大电子病
例的实时传输，让远程诊疗像面对
面会诊一样便捷。”潘仁进说，在
本次互联网之光博览会上，该平台
受到了客户的好评，多家医院打算
来甬进行下一步的磋商。

世界互联网大会也是甬企发布
新产品的重要舞台。在本次大会
上，浙江蓝卓工业互联网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发布了基于 supOS 工业操
作系统的 supLink 移动应用软件平
台。该平台集工业社交服务、智能
生产协同、开放应用管理于一体，
兼具生产监控、过程报警、趋势分
析、视频监控等功能。“相信该平
台的推出将进一步助力 supOS 工业
操作系统的推广。”蓝卓负责人说。

展览对接 新品发布

甬企热追“互联网之光”

本报讯（记者朱军备 东钱湖
报道组袁春 祁珊） 以生态、创
新、可持续为关键词，对话院士、
对话知名企业。昨天，首届创智钱
湖发展论坛暨 2019 宁波东钱湖投
资环境推介会举行，100 余名企业
代表参加论坛和推介会，8 个项目
现场签约，总额达 182 亿元。

东钱湖是实施“拥江揽湖滨
海”都市战略的关键区域，是宁波
拓展城市空间、完善城市功能、提
升城市品质的重中之重。

如何进一步促进东钱湖区域经
济高质量、高品质发展，扩大东钱
湖的国际影响力？

论坛上，城市规划设计大师、
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志强对“创智钱
湖”发展规划进行了深入解读。他
表示，“创智钱湖”的目标是，将
东钱湖打造成为国际研发机构集聚
的智力之湖、年轻人才会聚的活力
之湖、新兴产业星罗棋布的动力之
湖，以人才、技术、项目为载体，

以新体制机制为支撑，通过将创新
过程与山水空间相结合，形成立足
宁波、辐射长三角乃至全国、全球
的科研创新策源地、研发场和量产
源的产业优势，进一步加快东钱湖
城市化发展的步伐。

在随后举行的创智圆桌峰会
上，吴志强院士与中信正业、华
熙国际、海兴电力等企业负责人
就如何找到参与东钱湖建设的切
入点、资本参与合作的领域以及
如何展开合作创新等进行了广泛
交流。

在投资环境推介会上，东钱湖
管委会公布了详细的产业目标，并
推出了 4 个重点招商地块。随后，
宁波院士中心吴志强院士实验室合
作项目、华熙创智小镇、长三角城
市群智能规划协同创新中心战略合
作项目、东钱湖智城中枢 （CIM
中心） 合作项目等 8 个项目签约，
总合作金额达 182 亿元。

(相关报道见第4版)

首届创智钱湖发展论坛举行
投资环境推介现场8个项目签约，合作
金额18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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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崔小明

十月的甬城，秋空高朗，书香
更比桂香浓。

“要大力推进书香宁波、尚德
甬城建设，让生活在宁波的每一个
人都能接受更好的文化熏陶、道德
滋养。要引导所有宁波人养成知书
达礼、彬彬有礼的气质和风度，使
宁波既有外在美更有内涵美”⋯⋯
10 月 18 日，当省委副书记、市委
书记郑栅洁在第二届世界“宁波
帮·帮宁波”大会上解读“四知四
行”精神时，距离会场几百米的地
方，浙江规模最大的书展正在国际
会展中心举行。

在中宣部、省委宣传部的悉心
指导和宁波市委、市政府的全力支
持下，第五届浙江书展成功举办并
于昨天圆满落幕。宁波主会场带动
全省 101 个分会场，在 4 天的阅读嘉
年华中，举办了350多项活动，近200
万人享受了这场文化盛宴，1000 多
万人通过网络平台关注书展。

在思想之光中萃取奋
进力量

这是宁波书展升级为浙江书展
的第一年，恰逢新中国 70 周年华
诞。充分利用浙江作为“中国革命
红船起航地、改革开放先行地、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重要萌发地”的政治资源优势，让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深入人心，是浙江书展重中之重

的任务。
最好的展区留给了主题馆，全

国最好的出版社把最好的主题书籍
搬到书展上。书展主会场门口，巨
大的立柱上张贴着“爱读书读好书
善读书”“让读书成为一种生活方
式”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读书的论
述。穿过“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红色长廊，就是主会场核心展区主
题馆。这里展出了中宣部发布的
2019 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包
括 “ 新 时 代 新 思 想 ”“ 不 忘 初 心
牢记使命”“领导干部素养”系列
和宁波主题图书系列等 10 个分系
列、300 多个种类。10 月 19 日上
午，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郑栅洁
巡展时，在主题馆驻足翻阅良久，
了解图书发行销售情况。他希望相
关出版社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不
断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大局意识，为
人民群众提供更多丰富、健康的精
神食粮。

除了主题馆，浙江馆也展出了
许多主题书籍。浙江人民出版社总
编辑虞文军告诉记者，《读懂“八
八战略”》 已经销售 380 多万册；

《之江新语》 已经发行 400 万册，
还将被翻译成 20 多国语言。宁波
出版社将 《中国有个滕头村》 放置
在显著位置，社长马玉娟说：“宁
波出版社主题出版选题谋划紧扣时
代脉搏，近年来有 8 个选题被列入
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增补项目，
4 个选题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

连日来，前来主题馆参观的市
民络绎不绝，有党员干部、理论研

究专家，也有普通市民。他们通过
书籍不断探寻和思索 《之江新语》
的时代意义、“两山理念”的精神密
码、浙江人“勇立潮头”文化基因。

在浩荡文脉中彰显文
化自信

诗画浙江、书香宁波、古韵江
南⋯⋯本届书展不论在图书展示、
活动举办还是场馆设计上，都体现
了浙江风、宁波味，彰显了我省、
我市深厚的历史沉淀、文化底蕴和
勇立潮头的时代风貌。

书香浙江馆的展陈布置既有亭
台楼阁的古风遗韵，也有“红船启
航”的时代特征。徜徉其间，既能
感 受 5000 年 前 灿 烂 的 良 渚 文 化 ，
也能领略当代浙江人勇立潮头的担
当精神。13 家出版单位，52 个展
台，3000 余种图书⋯⋯这是新中
国成立 70 年来浙江精品力作的一
次集中检阅。在书展现场，《浙江
文丛》 系列摆满了整整一个书柜，
吸引了众多读者驻足。浙江古籍出
版 社 副 社 长 魏 晓 丽 说 ，《浙 江 文
丛》 是浙江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地
方文献整理出版项目，至今已出版
了 660 多册，系统收录了浙籍先贤
的著作及研究浙江的经典著作。浙
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中华传世藏
书》 是一套囊括我国从先秦到晚清
历代重要典籍的大型丛书，选收具
有传世价值的中国传统典籍 690 余
种。

“峥嵘一阁东南美，书卷长藏

天 地 间 ”。 作 为 宁 波 人 的 文 化 圣
地，天一阁被“搬进”了展馆。南
国书城白墙黛瓦，古朴典雅，韵味
悠长。天一阁博物馆、宁波市图书
馆和宁波出版社在这里集中展示了
宁波独特的文化魅力。竹简、木
牍、帛书等文字载体和卷轴装、经
折装等传统书样式，让人仿佛穿越
了历史。市委副书记、市长裘东耀
10 月 19 日上午巡馆时来到书香宁
波馆，看到熙熙攘攘的人流，他感
叹，宁波的阅读氛围十分浓厚，书
展办得非常热闹。

在与贤者的对话中探
骊得珠

这届书展，群贤毕至，少长咸
集，30 多位闻人贤达、文坛大咖
在现场与广大读者寄情抒怀，共享
阅读之乐。

10 月 18 日晚上，著名节目主持
人、作家敬一丹，著名作家、茅盾文
学奖得主阿来，著名作家、茅盾文学
奖得主李洱等做客“天一阁论坛”。
他们以深邃思考纵横捭阖，或侃侃
而谈，或娓娓道来，谈著作、论精
神、说体会。一场论坛持续了近 3
个小时。“宁波真是一座书香弥漫
的城市，活动延长了很长时间，会
场上近千人都在安静倾听。”第二
天敬一丹在回顾该活动时感慨道，

“浙江书展放在宁波特别合适，这
里有天一阁，有爱读书的市民，有
大力支持阅读推广活动的市委、市
政府。” 【下转第12版】

阅读让城市行而优雅
——第五届浙江书展暨2019宁波读书节综述

昨天，宁波国际会展
中心热闹非凡，众多市民
在第五届浙江书展上流连
忘返。图为孩子们在翻阅
自己喜爱的书籍。

（周建平 丁安 摄）

采用膜技术处理生活污水

提标后的再生水如何水尽其用

英议会要求首相
寻求再度推迟“脱欧”
欧盟称已收到英方推迟“脱欧”申请

书展
淘书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