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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国际划联龙舟世界杯
距在甬开幕还有 天3

▶ 今日推荐

拉高标杆扬长补短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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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章升
慈溪市委报道组 邵滢 卢萌卿

日前，由宁大科技学院、新海
集团、中科院慈溪医工所三方合作
办学的新海学院正式成立。“新海
学院将整合学校、企业、科研机
构、医院等资源，培养医疗器械技
术研发、质量控制、临床应用等领
域的优秀应用型人才，加快慈溪生
命健康产业发展步伐。”新海学院
负责人说。

这是继公牛学院、慈星智能产
业学院后，宁大科院和慈溪龙头企
业共建的第三所产业学院。“宁大科

院新校区启用才一个多月时间，就
与我市企业紧密互动，产业学院‘落
子频频’。这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
工教结合新平台，将源源不断地为

‘慈溪智造’输送人才‘血液’和提供
技术支撑，推动我市经济高质量发
展！”慈溪市主要负责人说。

随着“产业学院”瓜熟蒂落，宁
大科院已构建起“产业、学科、人才
培养、科学研究”四位一体的运行机
制，实现本科生培养与产业、科研、
企业高管名师队伍、校内外资源的
深度融合。“慈星智能产业学院采用
项目驱动模式，建设 4 个‘智能+X’
技术开发工作室，学生完成项目化

课程学习，企业负责实战培养，再根
据学生来源专业结合个人兴趣分配
工作室。”慈星集团副总裁李立军告
诉记者。

宁大科院发挥科研、人才优
势，通过开展人才培训、技术服
务、产品研发等合作，服务慈溪社
会经济发展。“我院现有文化创意
产业研究所、智能计算与应用研究
所等 30 多个研究机构，教师正通
过产业沙龙、技术合作、联合攻关
等形式，投身慈溪重点优势产业和
新兴产业技术的发展，为这座创新
活力之城凝智聚力！”宁大科院院
长陈君静说。

行业大咖“请”进来，在校学
生“取真经”。迁址慈溪后，宁大
科院连抛“橄榄枝”，建立企业老
总任理事长的“产业学院”理事
会，一批在技术前沿和市场一线深
耕多年的高管担任授课老师，与慈
溪 30 多家重点企业共建学生实践
基地，实现高校、企业、学生多方
共赢。“产教融合的办学形式让我
们在大学期间就能深入企业，倾听
亲历者讲述运营中的经典案例，掌
握将来需要用到的知识技能。”上
周，刚听完公牛集团战略企划副总
裁刘圣松带来的定制企业课程后，
公牛学院学生李永祺说。

不到两个月成立三所产业学院

慈溪和宁大科院产教融合如火如荼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北仑区
委报道组陈盛竹 通讯员李平） 今
年以来，北仑区“科技争投”保持
快速发展态势。1 月至 8 月，全区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达到 211.05 亿
元，同比增长 2.8%，增速高于规上
工业增加值 0.5 个百分点。截至目
前，北仑区已培育创新型初创企业
1386家，培育认定国家科技型中小
企业 199 家，全区高新技术企业达
183家，数量均位居全市前列。

该区全力推进与高校合作，加
快北航研究院、芯港小镇、“两院一
园”等区域创新大平台建设；同时
深化企业与高校院所的科技合作交
流，今年前 8 月，开展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 40项，完成技术交易额 1.28
亿元。

密集出台政策，进一步拓宽企

业受惠范围，北仑将科技金融风险
池资金规模扩大到 3000万元，累计
发放科技金融贷款 1.78 亿元。同
时，加快推进研发后补助政策落地
落实，今年该区共拨付完成补助金
2430万元，涉及智能装备、汽车关
键零部件、模具制造、新材料、工
业自动化等领域企业131家。

围绕“十企创强、百企攀高、
千企升级”行动，该区建立科技型
企业梯队培育、差异扶持机制，积
极引导企业加强科技创新、加大研
发投入。目前，该区众创空间总面
积超 3 万平方米，合计入驻创客及
企业 630 多家，为一大批科技型中
小企业搭建了梦想起航的舞台。同
时，该区还积极发挥科技大市场平
台作用，积极帮助科技型中小企业
寻找产学研合作渠道。

北仑“科技争投”
争出创新活力
今年1月至8月，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达到211.05亿元

本报讯（记者黄合 通讯员勇
政华） 渣土处置，背后是一条长长
的利益链，无论是运行还是监管都
处在灰色地带，容易滋生黑恶势力
和腐败问题。昨日，记者从市扫黑
办了解到，这一“老大难”问题正
通过长效机制的建立逐步解决。

“借助信息化手段，综合执法
部门加快市级渣土处置管理信息平
台和渣土企业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建
设，及时将企业处罚信息和车辆违
法信息录入信用平台，全面实施部
门联合惩戒。”据工作人员介绍，
相关码头已基本实行统一管理，通

过定点定位全程跟踪，提高运输企
业准入门槛，违法违规情况大大减
少。

不仅是渣土运输领域，在过去
半年时间里，宁波按照市政府办公
厅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深化重点行
业和重点领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
通知》，集中对自然资源、金融监管、
招投标等十大行业（领域）开展集中
整治行动，督促行业主管部门监管
履职，全面堵塞行业监管漏洞。

为了加强对“套路贷”“现金
贷 ”“P2P 网 贷 ” 的 业 务 动 态 监
测，金融领域监管部门完善宁波金
融风险“天罗地网”监测防控系
统，以技术手段进一步织密“安全
网”；前期已配合公安机关对 83 家
涉嫌非法集资的网贷机构进行立案
侦查，涉及金额 34 亿元。

针对“二手车”流通领域违法

违规行为多发的问题，市商务局、
市市场监管局建立执法工作联席会
议制度，完善宁波市“二手车”交
易信息采集系统，目前每月有 2.2
万辆“二手车”的交易数据纳入该
系统，做到实时监管、规范交易、
前置审核。

据统计，截至目前，市级层面
共建立了 52 项与扫黑除恶相关的
长效机制，其中城管、住建、交通
等 12 家行业主管部门已建立 30 项
具有针对性的长效工作机制，全面

挤压黑恶势力再次滋生的空间，让
黑恶势力难以藏身立足。

“建立长效机制，就像是拧紧
不停滴水的水龙头，从源头上防止
黑恶势力插手渗透。”市扫黑办相
关负责人介绍，经过连续两年的扫
黑除恶，宁波已取得了阶段性的成
果。正是为了让这份成果固化下
来，宁波选择早走一步，深挖彻查
根源问题，建立堵漏洞、补短板的
长效机制，为建设平安宁波夯筑坚
强的基石。

宁波市级层面建立52项扫黑除恶长效机制

本报讯（记者张燕） 机场三期
工程年内投用，四期工程前期工作
已经启动。记者昨天获悉，根据机
场总体规划，四期工程将建设 T3
航 站 楼 及 第 二 条 跑 道 ， 到 2050
年，实现三条跑道、终端旅客吞吐
量 6000 万人次。

目前，宁波栎社国际机场的这
份总体规划已通过专家现场评审，
为机场描绘了未来发展新格局：融
入长三角地区世界级机场群，成为
区域性枢纽机场。

近年来，宁波机场的迅速发展
有目共睹。2017 年和 2018 年，机
场旅客吞吐量增速均在 20%以上；
航线网络覆盖度持续提升，国内航
线在覆盖省会城市基础上逐步向省
内二三线城市扩展，国际航线持续
增加。2018 年底，机场旅客吞吐
量突破 1000 万人次，成为全国第
33 个、全省第 2 个千万级机场，正
式跨入全国大型繁忙机场行列，且

增速在去年 37 家千万级机场中位
列第一。

去年，宁波机场旅客吞吐量为
1171 万人次，今年预计超 1200 万
人次，根据测算，到 2025年，旅客
吞 吐 量 超 2000 万 人 次 ， 到 2030
年，宁波机场将实现旅客吞吐量
3000 万 人 次 、 货 邮 吞 吐 量 50 万
吨，远期到 2050年，将实现旅客吞
吐量 6000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120
万吨。

目前宁波机场航站楼和一条跑
道的建设容量已不能满足发展需
求，根据总体规划，近期到 2030
年，拟在现有第一跑道南侧建设一
条 长 3600 米 、 宽 45 米 的 第 二 跑
道；远期到 2050 年，拟再建设一
条 长 3600 米 、 宽 45 米 的 第 三 跑
道。届时，宁波机场的跑道将从
现有的一条增至三条，这意味着
宁波机场的客货吞吐量将大幅度
提升。

宁波机场四期扩建工程启动预可行性研究

第二跑道
将在四期工程中建设

本报讯（记者吴向正）28 日至
29 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
二十四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余红艺出席会议并讲话。翁鲁敏、王
建康、王建社、俞雷、李谦及王霞惠
出席。李关定、许亚南和戎雪海及市
中级法院、市监委、宁波海事法院负
责人列席。

会议表决通过了《宁波市全民
阅读促进条例》，这在我省全民阅读
促进方面属首创立法。条例明确了
政府责任，突出全民阅读服务设施
管理单位主体责任，同时鼓励社会
各界开展多元化服务，对于实现以
法制保障文化发展、推进书香宁波

建设具有积极作用。
会议审议了《宁波市养犬管理

条例（草案修改稿）》。常委会组成人
员认为，养犬管理事关城市文明和
精细化管理水平，要坚持问题导向、
目标导向和效果导向，扩大开门立
法，进一步修改完善条例草案，提高
法规的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

会议在听取和审议报告的基础
上，批准了 2019 年市级预算调整方
案，要求加强预算监督管理，不断提
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审议了 2018
年度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专项报
告和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要
求抓好改革、加强监管，不断增强国

有经济活力和影响力，让国有资产更
好地服务宁波经济社会发展；审议了
市政府贯彻《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关于
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情况报告，
要求强化担当和举措，真正把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落到实处，高质量打造乡
村振兴宁波样板。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十五届人
大四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
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一府两院”
关于市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建
议、批评、意见办理情况等报告。还
听取和审议了市科技局、文广旅游
局、市场监管局关于市十五届人大

一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
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并开展满意度
测评。

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
免事项，并进行宪法宣誓。根据组
织安排和工作需要，市人大常委会
接受王霞惠提出的辞去市十五届
人大常委会秘书长职务的请求。

余红艺强调，下一步，全市各
级人大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省市委人
大工作会议精神，深化“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做
好本年度的收尾工作，谋划好明年
的开局工作。既要高质量完成年度
计划，又要科学谋划新一年工作思
路。紧紧围绕全市工作大局，有计
划有步骤地开展调研，广泛听取各
方意见建议，科学安排好明年的立
法、监督、决定项目和代表活动等
各方面工作。

会议期间还举行了国有资产管
理专题讲座。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十四次会议
表决通过《宁波市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等
余红艺讲话

记者 黄合
通讯员 黄芳
鄞州区委报道组 杨磊

走进鄞州区审管办党委副书
记、副主任张嵘的办公室，首先映
入眼帘的是一块半米宽的小白板，
上面手写了今年的重点工作，一项
一项排下来，足有 17 项之多。

从部门职能调整、优化流程，
到投资项目 1020 方案、联合验收
1015 方案；从水电气“一件事”、
出生“一件事”，到“无证明”城

区、政银合作系统开发，每项工作
都从企业、群众的需求出发。

“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
为人民服务始终是我们审批制度改
革的‘初心’。为了达到让群众有
获 得 感 的 目 标 ， 我 们 始 终 在 路
上。”张嵘说得很诚恳。

一路见证，一待就是18年

2001 年，而立之年的张嵘从
鄞县体改委调到了刚刚成立的鄞县
经济服务中心，【下转第10版】

为人民服务，改革始终在路上
——记鄞州区审管办党委副书记、副主任张嵘

担当作为好干部

本报讯 2019 年 10 月 29 日 ，
宁海县十八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
二十二次会议，决定接受林坚辞

去宁海县县长职务的请求，任命
滕 安 达 为 宁 海 县 副 县 长 、 代 县
长。

滕安达任宁海县代县长

新华社北京10月29日电 第
二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2019）
10 月 29 日在上海召开。国家主席
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科学技术是人类

的伟大创造性活动，发展科学技术
必须具有全球视野、把握时代脉
搏。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加强科
学研究，密切科研协作，推动科技
进步，应对时代挑战。

习近平强调，中国高度重视科
技前沿领域发展，致力于推动全球
科技创新协作。中国将以更加开放
的态度加强国际科技交流，依托世
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等平台，推动中
外科学家思想智慧和研究成果转化
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希望
与会代表围绕“科技，为了人类共
同命运”这个主题，推动基础科
学、倡导国际合作、扶持青年成
长，为共同创造人类更美好的未来
作出贡献。

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在沪召开

习近平致信祝贺
中国将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加强国际科技交

流，依托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等平台，推动中外
科学家思想智慧和研究成果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
的强大动力

前天上午，海曙区鼓楼街道苍水社区红色联盟助力云南德宏州
暖冬行“爱循环”活动举行。活动收到11家企事业单位捐赠的1120件
衣物、500余本书及其他爱心物品。 （刘波 沙燚杉 摄）

情系西南

宁波制了赠给
世界“最强大脑”的国礼

37岁男子
一年脑卒中两次
脑卒中年轻化趋势令人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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