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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高标杆扬长补短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

文川

12月5日起，宁波博物馆闭馆
时间延迟至晚上9时；15日起，天
一阁博物馆又将试行夜间开放。这
是我市大力推动文化旅游行业夜间
消费的新举措。

毋庸讳言，相比国内外同类城
市，我市的夜间经济未得到充分激
活。丰富甬城夜生活，发展城市夜
间经济，不能仅仅把眼光盯在商场
购物、餐饮美食、大众娱乐等方
面，更要考虑如何提供更多高质量
的文化旅游产品，以更好地满足人

民群众多元化的精神文化需求。这
也是提升城市品位的需要，是高水
平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
之义。

在国外发达城市，不少博物
馆、美术馆会定期选择延长开放时
间，我国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也
已先行一步。宁波博物馆、天一阁
实行夜间开放常态化，可谓是顺应
潮流和民心之举。

除了博物馆，我市还拥有众多
的美术馆、文化馆、体育馆，开放
时间大多是朝九晚五，有的即便夜
间开放，但闭馆时间偏早，提供的
活动内容偏少。在丰富夜间文体供
给、激活夜间消费方面，这些机构
和场所大有潜力可挖，而且可以大
有作为。

激活甬城夜间文体消费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北仑区
委报道组顾霄扬 通讯员曾子夏）

“以前跑好几个部门也没下文，现
在 打 个 电 话 就 能 处 理 。” 前 段 时
间，北仑区华山路一家水果店门口
的下水道被堵住，店主拨打 12345
政务服务热线反映后，市政工作人
员一小时内就赶到现场处理问题。

今年初，北仑区新成立综合指
挥 中 心 ， 整 合 12345 政 务 服 务 热
线、基层治理四平台以及智慧城管
平台，基本构建起“群众放哨、街
道吹哨、部门报到”的工作机制，

通过大数据分析预测，将社会治理
的关口前移，提升社会治理精准性
和科学性。

北 仑 区 户 籍 人 口 38 万 余 人 ，
外来务工人员 53 万余人。如何精
准服务好群众？该区一方面构建

“云上”大数据平台，依托海量数
据更好地“读懂”居民诉求；另一
方面培养“线下”网格员队伍，织
密服务网。“云上”+“线下”，民
生诉求的“画像”日益清晰。在这
样的社会治理“双路径”引领下，
民生问题的捕捉与解决日益高效。

位于华山路与东河路交叉口的
原北仑中学教学楼因楼宇性质转
变，实际需求与原设计规范不匹配，
加之原先物业管理的缺失、管网老
旧下沉导致堵塞等问题，多次引发
粪水外溢。北仑区综合指挥中心连

续接到居民来电后，启动“破难题小
分队”疑难案件专项协调行动。在彻
底调查清楚事件来龙去脉后，区综
合指挥中心将建议专报上报区里。
在新碶街道牵头负责和各部门通力
配合下，目前，整改项目已通过评审
及招投标，将于本月施工。

大数据清晰揭示出来自基层一
线的痛点、难点、堵点。数据分析
显示，北仑存在大量综合线井破损
缺失、无主通信线缆下垂等事件无
法精准、迅速落实处置单位的“老
大难”问题。据此，区综合指挥中
心牵头，与电信、移动、联通、广
电四家单位协商，建立起“轮值”
机制，以后发生类似事件，均由中
心分派，四家单位轮流处置，使得
该问题得到了有效化解。

“ 中 心 是 一 个 很 好 的 连 接 载

体。”该区综合指挥中心副主任何
鸣表示，历史遗留问题不是政府不
作为的“挡箭牌”，主题教育开展
以来，中心统筹协调，各部门拧成
一股绳，以实际问题为切入点，实
打实、硬碰硬地去解决群众反映强
烈的现实问题。下一步，中心将着
力推动“事权仲裁机制”建设，明
确行政管理和执法主体，实现治理
能力再提升；同时进一步完善数据
库建设和大数据分析应用，探索建
立大数据预警系统，运用信息化手
段解决好群众“牵肠挂肚的事、满
腹牢骚的事、经常投诉的事”。

截至 11 月底，该中心共受理
事件 392487 件，其中接听群众来
电 97638 件；坐席 15 秒人工接通率
97.73%，按期转交率、按期答复
率、满意率均在 99%以上。

用好“云端”数据 办好“落地”实事
北仑社会治理“双路径”引领民生问题高效解决

新华社北京12月 13日电 （记
者白洁） 国家主席习近平 13 日在人
民大会堂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
帕努埃洛会谈。

习近平欢迎帕努埃洛在中密建
交 30 周年之际访华，赞赏他就任以
来积极致力于发展对华关系，坚定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习近平指出，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大
小国家一律平等，坚决反对单边主
义和霸凌主义，积极倡导各国共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交 30 年
来，中密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

任、相互支持，在平等互利基础上
开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
长足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
在在利益。中方高度重视中密关
系，愿同密方一道努力，推动两国
关系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
民。

习近平强调，中密双方要保持
各级别交往，扩大两国政府部门、
立法机构交流，增进政治互信。中
方一如既往尊重密方走符合自己国
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密方维护国家
独立、促进国家发展的努力。双方

要优势互补，积极拓展共建“一带
一路”框架内贸易投资、农渔业、
基础设施建设、旅游等领域合作，
欢迎密方对华出口更多金枪鱼等优
势产品，充分利用中方宣布的同岛
国合作和支持岛国发展的各项政策
举措，开展更多惠及民生的务实合
作项目。中方愿继续在力所能及范
围向密方提供经济技术援助。双方
要促进人文和地方交流，以此次签
署互免持外交、公务、公务普通护
照人员签证协定为契机，加强双向
人员往来， 【下转第4版】

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帕努埃洛会谈

习近平：推动两国关系走深走实

本报讯（记者孙佳丽 通讯员
秦羽） 日前，美诺华收到了欧洲药
品质量管理局签发的关于瑞舒伐他
汀钙 （原料药） 的欧洲药典适用性
证书。光在这款产品上，美诺华就投
入超过 650 万元。“要维持核心竞争
力，就需要不断投入，自主研发‘冠
军产品’。”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自制定“五引领五倍增”科技
争投目标以来，宁波国家高新区全
社 会 研 发 投 入 占 GDP 比 重 已 达
7.07%，今年预计超过 15 亿元，与
2017 年相比增长超 57%；每万人发
明专利拥有量也从 2017 年的 120 件
增加到 192 件，增长率超过 60%。

群星璀璨才能汇聚成专利的星
辰大海。在位于高新区的宁波研发
园里，TCL 通讯宁波研发中心每
年的专利申请量超过了 100 件，是
我市名副其实的专利大户。今年，
TCL 通讯宁波研发中心的研发投
入预计高达 1 亿元，明年研究院的
研发投入将为 1.4 亿元左右。

在高新区，这样的企业还有不
少。赛尔富专门制定了专利战略，
并纳入技术进步和现代企业制度规
划，员工获得发明专利，可获 1 万
元专项奖励；永新光学保持着稳定
的研发资金投入，今年上半年，研
发费用超过了 1700 万元，占营业
收入的 6.84%；德塔森特每年投入
的研发经费占销售额的 10%以上，
目前已获得模块化数据中心领域相
关国家专利 100 多项，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 20 多项⋯⋯

“在宁波高新区，越来越多的
研究院所、企业走出了高额研发投
入铺路、密集知识产权开路的发展
路径，为高新区争出了创新发展的
新速度。”高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
人说，下一阶段，高新区将向改革
要活力，让科技计划项目与研发投
入挂钩，让研发投入与项目产出挂
钩，提高绩效门槛，争取在 2020
年实现全社会研发投入、发明专利
拥有量双倍增。

高新区研发投入
占GDP比重超7%
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超190件

本报讯 （记者刘波 通讯员
宋兵 胡锋波） 昨日，一艘船舶
水污染物接收船在青林湾待泊区
接收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含油
污 水 。 经 过 近 8 个 小 时 的 忙 碌 ，
这些水污染物被集中转运上岸进
行专业化处置。

当日，宁波内河第一艘船舶水
污染物接收船投入使用。该船一次
可接收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含油
污水各 20 立方米。

据介绍，全长 94 公里的杭甬
运河宁波段是宁波内河运输主干航
道，承担了 90%以上的内河运输
量，同时也产生了 85%以上的内河
船舶污染物。该接收船将主要在此
段接收营运船舶产生的生活垃圾、
生活污水和船舶机器运转过程中产
生的含油污水。接收船每日采取水
上流动方式，重点对甬江待泊区、
青林湾待泊区靠泊的营运船舶开展
集中定点接收。

我市投用首艘
内河船舶水污染物接收船

昨天，船舶水污染物接收船在青林湾待泊区接收营运船舶的生活垃
圾、生活污水和含油污水。 （刘波 摄）

本报讯（记者张昊） 根据市委
统一部署，连日来，市委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团在各地举行
多场报告会，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
众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
来，推动全会精神在宁波落地生
根。

昨前两日，宣讲团在市直机关
和北仑区戚家山街道开展宣讲。市
委宣讲团成员、市委宣传部常务副
部长魏祖民围绕全会 《决定》 提出
的总体要求、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
进行了系统解读，阐释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
著优势。宣讲运用生动鲜活的案
例、数据、图表进行讲解，帮助听
众深化对全会精神的理解。

2 日，宣讲团在海曙区及宁波

站区域党群服务中心举行报告会。
市委宣讲团成员、市纪委常委陈增
青围绕充分认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大意义、深刻
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
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准确把握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总体要求、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
以及确保全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
全面落实到位等四个方面进行深入
解读。

6 日，宣讲团在鄞州区及下应
街道举行报告会。市委宣讲团成
员、市委政法委副书记汪闻勇深入
阐释了四中全会的重大意义，论述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
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并结合宁波实
际，就如何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谈了认识体会。

昨日，宣讲团在奉化区及岳林
街道举行报告会。市委宣讲团成
员、市委政研室副主任何兴法，从
认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坚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等多个层面对全
会精神进行了系统深入的阐释解
读，宣讲内容丰富、数据翔实、事
例鲜活、深入浅出。

3 日，宣讲团在慈溪市及横河
镇彭桥村文化礼堂举行报告会。市
委宣讲团成员、市人大常委会民宗
侨外工委主任伊敏芳以坚持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题，
解读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目标任务
和战略举措。

4 日，宣讲团在象山县及大徐
镇举行报告会。市委宣讲团成员、
市社科院副院长鲁焕清阐述了三中
全会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重大
成就，系统梳理了四中全会 《决
定》 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和
重大改革举措，并结合党情国情市
情进行了阐释解读。

我市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深
刻领会宣讲的丰富内涵，学在深
处、谋在新处、干在实处，推动全
会精神在宁波落地落实，为宁波走
出一条具有时代特征、宁波特色的
市域治理现代化路子展现勇立潮头
的使命担当。

伟大宣示鼓舞人心 集中宣讲凝聚力量
市委宣讲团持续开展四中全会精神宣讲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王
伊婧） 金碧辉煌的古戏台、做工精
巧的万工轿、妙趣横生的数字展
厅、丰富多彩的展览⋯⋯在白天观
赏 了 天 一 阁 美 景 之 后 ， 15 日 起 ，
天一阁博物馆将试行夜间局部区域
延时开放，市民和游客将能留下来
继续感受夜色中天一阁的美妙。

天一阁博物馆夜间局部区域延
时开放，是为积极响应市委、市政
府“打造‘369’悦动夜色甬城”的
号召，更好地满足广大游客“游宁
波、享文化”的要求，也将为“夜
色甬城”再添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据了解，天一阁夜间延时开放
区域暂定为南侧区域，包括状元

厅、数字展厅、书画展厅、秦氏支
祠、花轿厅、麻将起源地陈列馆，
每日 16:30 开始在南大门 （马衙街
74 号） 售票，延时开放至 21:00，
20:30 停止售票。在 15 日夜间延时
开放第一天，秦氏支祠古戏台会在
19 时举行民乐演出。

近年来，天一阁为丰富市民文

化生活，在南侧区域举办过多场夜
间文化活动，如“天一夜宴——中
外作家作品朗诵会”、“听·见”系列
原创剧本朗读会、“迷恋宁波：传统
之新——摇滚古筝实验音乐会”等，
广受好评。今后，天一阁将适时推出
各类夜间文化活动，为市民和游客
的夜生活带来新的惊喜。

夜阑人静时，天一阁不闭小楼深阁
本周日起，试行夜间局部区域延时开放至21时

夜色中，灯光璀璨的天一阁古戏台。 （周建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