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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宁波人走近中医

本报讯（记者朱宇） 全国工商
联第一联系调研组来我省联系调
研。昨日上午，调研组在我市召开
政策宣讲会，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徐乐江作主题宣讲，省委副书记、
市委书记郑栅洁致辞。

徐乐江作了题为 《贯彻落实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坚定民营企业
高质量发展的信心》 的主题宣讲。
他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为做好
新时代工商联工作指出明确方向、
提供重要遵循，要全面领会四中全
会关于民营经济领域统战工作的新
论述新要求，科学研判把握国内外
经济发展大势，推动新时代工商联
事业改革发展。徐乐江说，推动工
商联改革发展，主要看基础，关键
靠基层，要持之以恒建好建强基层
组织，提升工商联系统的凝聚力影
响力执行力。一要重点抓好县级工
商联建设，持续开展“一个设立五
个有”“五好”县级工商联建设，
充分发挥所属商会以及企业家兼职
副主席、副会长作用，形成工作合
力，提升工作效能。二要全力推动
所属商会改革，摸清所在地区商会
底数，加快推进商会依法登记注
册，指导商会扎根在基层，建在县
域经济里，活跃在细分产业链上，
努力扩大工商联工作的覆盖面。三
要切实提升工商联干部素质，善于

建立亲清政商关系，善于到一线开
展调查研究，真正把工商联建成民
营企业信赖的“五有之家”。

郑栅洁代表省委和市委感谢全
国工商联对浙江、对宁波民营经济
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浙江是中
国革命红船的起航地、中国改革开
放的先行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萌发地，也
是中国民营经济的重要发祥地和发
展高地。作为长三角南翼经济中
心，宁波始终把巩固提升民营经济
优势放在重要位置，积极构建“亲
不逾矩、清不远疏”的新型政商关
系，坚定秉持“好时不扰、难时
出手”的服务理念，强化政策引
导，实施产业工程，提升创新实
力，优化发展环境，千方百计为
民 营 经 济 健 康 发 展 创 造 良 好 条
件。浙江和宁波的改革发展，离
不开各级工商联和企业家朋友的
大力支持。我们真诚期盼全国工
商联通过此次调研为浙江、为宁
波发展把脉问诊，为企业经营指
点迷津。热忱欢迎企业家朋友经
常来浙江、来宁波考察，多向商会
会员、商业伙伴推介浙江和宁波投
资创业的好环境、好政策，促成更
多大项目、好项目落户浙江、落户
宁波，我们一定为大家提供全面、
周到、优质的服务。

胡军、施惠芳参加。

全国工商联政策宣讲会
在甬举行
徐乐江宣讲 郑栅洁致辞

本报评论员

学习贯彻市委十三届七次全会
精神，高水平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
要求我们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
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和省委十四届六次
全会的部署要求上来。

践行“两个维护”，最根本的是
要增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
署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
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具
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践
行“两个维护”，要健全党的领导制

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贯穿于市域治
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确保“两个维护”见诸行动、付诸
实效。“两个维护”是全面的、具体的、
实实在在的。要落实全面加强党的政
治建设的若干措施，严明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
部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折不扣贯彻
党中央的大政方针、决策部署，不折
不扣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
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在政治立场、政
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要深化执行对标上级要求、
对标工作职责、对标纪律规矩的“三

对标”机制，完善落实“回头看”制度，
坚决纠治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问
题，努力实现维护意识、维护行动、维
护能力、维护效果的高度统一。

确保党的创新理论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政治上的坚定、党性上的
坚强、行动上的坚决，源于理论上的
清醒。教育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首先要引导他们强化理论武
装、坚定理想信念。要把学懂弄通做
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转化运用
主题教育的经验做法，不断完善党
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等各层级
学习制度，使党员干部筑牢信仰之
基、永葆忠诚本色、增强行动自觉。

确保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党
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
切的。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严格
执行民主集中制，健全党委议事决
策等工作制度，不断提高把方向、
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各
级国家机关、群团组织、企事业单
位、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会组织，
都要健全优化党的组织设置，确保
党的领导全面覆盖。各级党组织要
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清单制
度，无论是作出重大决策、推进重大
事项，还是发生重大突发事件、紧急
敏感事件，都必须及时如实地向上
级党组织请示报告，绝不能自作主
张、自行其是。

践行“两个维护”，把党的领导贯穿于
市域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二论学习贯彻市委十三届七次全会精神

本报讯（记者陈章升 慈溪市
委报道组邵滢 通讯员庄浙） 瞄准
5G 时代信息通信的巨大商机，无
线通信设备专家黄季甫教授今年率
研发团队落户宁波环杭州湾智能产
业园。目前，他们研发的用于 5G
基站间微波传输的“阵列天线”正

在国内进行标准测试。
宁波环杭州湾智能产业园是我

省首个民企投资、政企共建的县级
智 能 产 业 平 台 。园 区 总 占 地 面 积
183 亩，由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运营，慈溪市政府和白沙路街
道联合打造。自去年 10 月投运以

来，园区吸引 28 家企业（机构）签约
落户，其中 14 家已投入生产经营，
项目涉及智能母婴推车、智能轨道
交通装备、核医学机器人等。今年前
三季度，园区总产值超过 1.1 亿元。

为抢抓前湾新区慈溪片规划建
设机遇，白沙路街道谋划建设新平
台、培育新动能，在该产业园开启“群
英会”。其中，阿柚科技智能研发团队
与日本康贝、美国多瑞等行业领军者
合作，实现产研“无缝对接”，下线的
智能婴童车已超过 8500 辆；隆诚轨
道连续接到中国通号通信信息集团
的智能高铁闸机订单，与宁波轨交集

团联合研发地铁智能闸机。
为破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年初以来，通过产融战略合作，3
家银行为园区提供总额超 10 亿元
的授信，为入驻企业提供免抵押、
免担保低息贷款，慈星股份牵手慈
溪工投集团共同组建智能产业基
金。“今年 9 月，慈星股份还与宁
大科技学院合作成立慈星智能产业
学院，为园区企业‘定制’人才。
明年，街道将成立梅林社区，完善
社区服务和生活配套，让园区人才
安心创业！”白沙路街道负责人说。

依托宁波环杭州湾智能产业
园，白沙路街道加快推进产城融
合、产融融合、产学融合、产研融
合。目前，街道正与慈星股份等单
位筹建宁波“两院一园”慈溪区域
中心。未来，该中心将为“慈溪智
造”点燃发展新引擎。

筑巢引凤建设新平台 产城融合培育新动能

政企联姻打造慈溪智能产业新高地

本报讯（记者徐展新 海曙区
委报道组续大治 孙勇） 近段时
间，宁波奥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周义正格外忙碌。经过十年的
探索和试验，他带领的团队研发的
胎盘生长因子检测试剂盒终于获批
上市。“这意味着更多存在子痫前
期 （一种妊娠期特发疾病） 发病风
险的孕妇有了提早发现、正确治疗
的希望，也意味着这一新兴市场新
一轮爆发周期的到来。”周义正说。

从 2009 年第一次接触胎盘生
长因子检测技术，到 2014 年选址
望春工业园区建立孵化器，再到
2019 年完成层层审批上市，奥丞
持续在研发端引进人才、投入资
金，终于厚积薄发。“在生物医药
领域，这样的企业还有很多，它们
的亩均税收远高于制造业的平均
值 ， 研 发 投 入 占 比 普 遍 超 过
10%。”海曙区科技局相关负责人
说。

当前，宁波正推进“246”万千
亿级产业集群建设，生物医药产业的
目标是2025年跃升为“千亿级”。依
托这一产业，海曙区探索出了一条集

聚高端智力、集中创新资源，高质量
发展大健康产业的路子。区发改局联
合专业机构进行前期研究，详细分析
内外条件、重点领域、战略思路和对
策建议。

三生健康、立华制药等一批海
曙企业已走在科创前沿，为全行业
树立了标杆。三生健康早早开始
了食品、化妆品、营养品的生产
和销售，研发的东方素养肽素乳
今年 5 月获 《消费日报》 颁发的

“2019 大健康产业科技创新产品”
奖。立华制药计划率先引入国际
流行的“医疗超市”，定期邀请国
内外名医开诊，与同步建设的高端
养老机构配合发展。“去年，我们的
研发投入占销售额的 15%，和利润
值差不多。足够强大的研发能力，给
予市场销售信心，为全产业链布局
提供了动力。”立华制药总经理洪
舟表示。

去年，海曙全区大健康产业收
入 约 110 亿 元 ， 从 业 人 员 约 6000
名。该区尝试以智为笔，描绘大健
康产业发展蓝图，下一步将充分激
活宁波市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宁
波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宁波清水湾
智能技术研究院、上海交大宁波人
工智能研究院四大高能级产业技术
研究平台的技术优势，加快推进大
健康产业全产业链布局，为高质量
建设一流强区增添新动能。

集聚高端智力 集中创新资源

海曙以智为笔
描绘大健康产业蓝图

本报讯（记者易鹤）打造法治型
政府，离不开行政权力运行规范透
明、政府信息获取便捷准确。昨日，
记者从市发改委获悉，截至目前，市
本 级 共 主 动 公 开 相 关 信 息 56667
条，政策文件、图解及解读材料 555
条；通过不同渠道和方式主动公开
各类政府信息 254926 条，其中政府
公报发布政府信息 2387 条；主动公
开规范性文件 620 件，受理办结依
申请公开事项 1765 件。

今年我市结合新修订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

全市新一轮机构改革职能调整情
况，全面启动新一轮主动公开目录
清单编制工作，推动政府决策、执
行、管理、服务、结果等信息全面公
开。

宁波主动公开目录清单在政府
信息公开平台发布，涵盖全市 51 个
部门 8 项共性事项和 1069 项个性事
项，并明确 9693 个公开要素内容及
工作流程标准，每个事项由事项类
别、事项名称、公开内容等 9 个要素
构成。

我市着力推动惠民惠企财政发

放资金、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
公共资源配置和社会公益事业建设
等重点领域信息主动公开向纵深发
展。其中，重点公开精准扶贫脱贫、救
助对象认定、棚户区改造、城中村改
造、食品药品安全、重大环境污染和
生态破坏事件调查处理等民生领域
政府信息，并注重运用技术手段实现
公开的信息可检索、可核查、可利用。

我市还建立了以“宁波发布”为
龙头的政务公开新媒体矩阵。目前
100 多个单位政务微博微信加入该
矩阵。

宁波主动公开25万条政府信息

全力打造群众满意的透明型政府

昨天下午，在地面铺满金灿
灿银杏落叶的月湖公园院士林，
30 余个小朋友围坐在一起，聆
听月湖街道城管义工公众讲师李
宁宁讲解垃圾分类、爱绿护绿等
知识。孩子们还捡拾落叶，以垃
圾分类为主题，绘出别样的树叶
画。

（刘波 陈泽州 摄）

垃圾分类
让落叶告诉你

非遗民俗展、农家土豆美食汇、土豆集市、乡村明星大舞台……昨
天，北仑春晓第五届双狮土豆文化节开幕，吸引万余名群众慕名前来。

三山村双狮沙地土豆口感绵软，远近驰名，已经成为春晓乡村旅游的
代名词之一，带动了番薯、年糕、茶叶等当地其他农特产品的销售和民宿
产业的发展。 （沈丽丽 厉晓杭 摄）

小土豆点燃乡村游

拉高标杆扬长补短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

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宁海
县委报道组徐铭怿 通讯员娄伟
杰） 宁海岔路黑猪种质资源基
地项目近日动工。该项目位于
岔路高塘村西山桃园，总投资
3200 万 元 ， 占 地 面 积 22.7 亩 ，
建成后可存栏 2900 头种猪及商
品猪。

岔路黑猪因主产于宁海县岔
路镇而得名，至今已有 300 多年
的养殖历史，是浙江省 14 个优
良地方猪种之一，也是宁波市
唯一的地方猪种，具有肉质鲜
美、繁殖性高、适应性强等特
性，获评浙江省“猪肉十大名

品”，是我市重点发展的特色畜产
品。然而，由于生长速度慢、饲
养周期长，岔路黑猪面临灭绝的
危险，保护岔路黑猪猪种已成为当
务之急。

据介绍，基地将引进国内外先
进的猪场建设管理理念，建成集地
方猪种保护、产品研发、市场拓展
和特色果园、循环农业、体验休闲
于一体的花园式、景区化、科技型
猪场。相关人士表示，建设岔路黑
猪种质资源基地，将有利于进一步
保护好和利用好岔路黑猪这一独特
品牌，并发挥其品牌效应，推动地
方经济发展。

保护宁波唯一地方猪种资源

岔路黑猪种质资源基地开建

我国成功发射“一箭六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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