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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象山支公司第五营销服务部迁址的公告
经宁波银保监局备案通过，同意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象山支公司第五营销服务部变更营业场所，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象山支公司第五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02330225009
机构住所：象山县鹤浦镇金塘街75号一层
经营区域：宁波市
成立日期：2002年8月19日
颁发许可证日期：2020年3月20日
许可证流水号：0245186

负责人：周健凯
联系电话：0574-65751961
客户服务电话：95518
邮政编码：315700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业务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

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
户的咨询、投诉。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信用保证保险营业部设立的公告

经宁波银保监局核准，同意设立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信用保证保险营业部，原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个人信用保证保险支公司变更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信用保证保险营业部，
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信用
保证保险营业部
机构编码：000002330212802
机构住所：宁波市海曙区大来街 50号中保大厦 1101、
1102、1103室
经营区域：宁波市
成立日期：2014年9月30日

颁发许可证日期：2020年3月6日
许可证流水号：0245178
负责人：宋立波
联系电话：0574-87196111
客户服务电话：95518
邮政编码：315000
业务范围：宁波市信用保险、保证保险业务。

江北区慈城古县城 CC04-31-14 地块 （迎春路区块） 因出让
需要，需在土地出让前对上述地块内 （含地下） 电力、通讯、供
水、排水、燃气、人防工程等设施进行排摸，以确保该地块内地
上地下无管线及设施 （地块预留井、管线、保留建筑除外）。请
相关权属单位于见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到宁波市江北开发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进行确认登记，逾期不予登记的，视作该区块内
管线设施迁移完毕，由此造成的后果由权属单位自行承担。附
图：

联系单人：李莉
联系电话：13857877770
联系地址：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保黎北路 55 号

宁波市江北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3月30日

江北区慈城古县城CC04-31-14地块
（迎春路区块）地下设施登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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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市委市政府召开会议，
要求全市加快重点领域新兴产业发
展。制造业规模居全省首位，战略
性新兴产业规模占全省22%，在高
质量发展的征途中，宁波是急先
锋，也是排头兵。这个布局要求，
让人倍受鼓舞。

再早些，今年 1月，郑栅洁书
记在参加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宁
波代表团审议省政府工作报告时指
出，宁波应“努力走在高质量发展
前列，为全国全省大局作出更大贡
献”。“后疫情”时期，这种使命担
当尤为重要。

“走在前列”是中央和省委对
宁波一以贯之的要求，宁波也很好
地担起了这一使命。不过，宁波经
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也遭遇了

“成长的烦恼”，像建设资源紧缺、

产业结构需要调整等。现在又面临
经济下行、外部不确定因素增多等
困难，继续当好“排头兵”难度加
大。由此，笔者想说一句话，成大
事者要“高人一筹”，更要“快人
一步”。

“高人一筹”，原指胜过别人，
现在说的是办法多一点，主意高
明，有超群的智慧。对领导干部而
言，“高人一筹”，就应当具有超前
思维和战略思维，为宏观决策提供
支撑。高起点、高标准谋划宁波发
展前景，就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对浙江、对宁波的重要指示精
神，聚焦“八八战略”再深化、改
革开放再出发，团结带领干部群众
走在前列、干在实处、勇立潮头。
2018 年跻身“GDP 万亿俱乐部”
后，2019 年宁波经济总量再上新
台阶，跃居全国计划单列市第二。
这个成绩来之不易，很重要的经验

就是拉高标杆，快人一步，抢占先
机。

人的智慧并非全部与生俱来，
只有经风雨、见世面，才能达到

“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的境界。
有多大的格局就有多宽视野、就有
多少智慧。就领导者而言，“不谋
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事者
不足以谋一时”，讲的就是这个道
理。诸葛亮之所以能神机妙算、运
筹帷幄，重要的是他拥有“鞠躬尽
瘁、死而后已”的情怀。奉化滕头
村成为“地球生态 500 佳”，这与
傅嘉良等党员干部“一犁头耕到
底”的为民情怀分不开。要做到

“高人一筹”，更“快人一步”，还
应有放下身段有当小学生的胸襟。
古人云，“下下人有上上智”，集思
广益，吸纳大家的聪明才智，才能
有大智慧。“高人一筹”的关键在
于格局，宁波要走在高质量发展的
前列，就要有为全省全国作贡献的
大格局，有长远眼光和战略思维，
这样才能迸发出无穷的智慧。若是
只会在“一亩三分地”上打转转，

一定会在困难面前胆怯，在矛盾面
前无策。

所 谓 “ 数 中 有 术 、 术 中 有
数”，“术”与“数”彼此一体，互
为根由。现在看来，建设发展的奥
妙、胜负成败的玄机也在两者之中。
就建设发展而言，读懂了数据就等
于有了行动依据。比如，从统计公报
中可以看出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
技术产业的发展潜力，智者足以悟
出其中蕴藏的商机。

走在前列、“高人一筹”，虽然
值得自豪，却不是骄傲的理由。

“高人一筹”，更要“快人一步”。宁波
有港口等得天独厚的资源，若有人
以为“躺着也能挣钱”，那就大错特
错了。城市发展竞争只会越来越激
烈，对宁波来说，巩固优势、补齐短
板、加快发展新兴产业，努力推动
高质量发展是当务之急。

要“高人一筹”，更要“快人一步”

赵继承

2019 年宁波市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高新技术产
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战略性新
兴产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
增长 7.4%、12.7%、8.7%和 17.8%，
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全市规上工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传统制
造业水平指数居全省第一。这些数
据说明我市呈现出新兴产业蓬勃发
展、制造业智能化改造成效明显的
态势。

高新技术产业、数字经济核心
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制
造业是围绕新技术运用而出现的新
业态，堪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孕
育发展新动能、激活发展新潜力的

“智高点”。因其对国民经济和企业
发展具有创新驱动、增长内生动力
的引擎作用，成为各地赢得发展先
机的着力点。

这两年，我市不断挖掘增长潜
力，提升产业层次，增强内生动
力，提高创新能力，现代产业不断
发展壮大，科技创新各项指标均有
上升。但作为制造大市，一些企业
故步自封，传统产业改造提升还不
够快等“慢性病”仍未得到改善，
新兴产业的活力有待进一步激发和
释放。

新兴产业以知识、技术、信
息、数据等新生产要素为支撑，这
些要素更新迭代快，创新成果多，
导致新兴产业发展培育时间窗口
小、竞争程度高，谁第一个抓住机
遇，谁往往会第一个胜出，甚至保
持相对长时间的领先地位。

也就是说，保持足够快的反应
能力，对抢占发展先机、优势至关
重要。这次疫情对产业发展带来的
挑战和机遇，就很能说明问题。一
些传统行业受冲击较大，而智能制
造、无人配送、在线消费、医疗健
康等新兴产业展现出强大的成长潜
力。比如，“智慧医疗健康”产业
脱颖而出，智能制造优势加速显
现，非接触式消费广泛普及，新技
术新业态新模式迎来空前发展。日
前，我市出台《关于抢抓机遇加快
重点领域新兴产业发展的指导意
见》，就是在抢占“后疫情”时期
新兴产业发展的“窗口期”。

抢占新兴产业“智高点”，要
有“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的紧
迫感，在思维理念和方法手段上应
更加积极、主动，做到以快求胜。
应加大“靶向式”产业政策支持力
度，强化人才、土地等要素供给，
在市场准入、行业监管、产业生态
等方面营造更好的环境，为新兴产
业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念好“快”字诀抢占“智高点”
袁 亮

疫情无情，祖国有爱。连日
来，不少海外中国留学生收到一
份 来 自 祖 国 的 礼 物——“ 健 康
包”。小小包裹，里面装着口罩、
消毒纸巾、中药、防疫手册，传
递着祖国的关爱与呵护。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海外持
续扩散蔓延，包括留学生在内的
海外同胞的安全与健康无时无刻
不牵动着祖国的心。一段时间以
来，中国驻外使领馆把为海外留
学生学习、生活和自我防护提供
帮助作为头等大事，着力帮助留
学生解决实际困难。

除发放“健康包”外，各驻
外使领馆还以其他方式关爱留学
生：及时发布并更新领事提醒，
确保留学生第一时间了解各国应
对政策和使领馆防疫服务信息；
开设面向留学生和国内家长的咨
询热线，回应他们的求助诉求，
安抚他们的焦虑心情；发布防疫
小贴士，邀请专业医护人员讲解
防疫知识，为留学生介绍网络问
诊平台，提供专业、科学的疫情
防控指导。

纵然相隔千山万水，纵然经
历风风雨雨，祖国永远是包括留
学生在内的海外同胞最温暖的靠

山。关键时刻、危急关头，驻外
使领馆的这些暖心举措再次表
明：一个强大的祖国，永远是海
外游子幸福的来源、尊严的保
障、安全的港湾。一个个“健康
包”仿佛在告诉每一位海外学
子：你们不是独自在战斗，祖国
永远是你们的坚强后盾。

山川异域，骨肉相连。犹记
得，在祖国抗疫最吃劲的时刻，
包括广大留学生在内的海外同胞
心系祖国，捐款捐物、鼎力支
持。许多留学生奔走街头，采购
口罩等防疫物资，一箱箱运往国
内。而今海外疫情急转直下，留
学生面临困境，来自祖国的牵挂
自然也不会缺席。

祖国的“雪中送炭”，让滞留
海外的莘莘学子倍感温暖。许多
留学生代表纷纷表示，“健康包”
让他们真切感受到祖国的关爱，
坚定了他们战胜疫情的信心，他
们将认真做好个人防护，圆满完
成学业，尽早报效祖国。

“疲尽春归会有时，静待花开
赤子心。”在来势汹汹的疫情面
前，留学生们不是孤军奋战，祖
国永远与他们风雨同舟。愿小小

“健康包”带给他们温暖、健康、
力量和信心，助他们迎来最终战
胜疫情的那一天。

小小“健康包”传递祖国爱

朱晨凯

随着生产生活秩序逐渐恢复，
笔者这几天“响应号召”去了 4家
餐厅用餐，发现一个问题：对于

“公筷”，两家餐厅并未第一时间提
供，只能主动提出后让服务员去
拿；两家餐厅则提前放在了桌上。

这家主动提供，那家不主动提
供；这个客人有要求，那个客人没
要求。“使用公筷”这件事，不由
让人打个问号：这么随意，能持久
吗？

乐观点看，这个文明习惯在危
机面前，是非常容易被大众所接受
和认同的。2月23日，上海市发布

《关于使用公筷公勺的倡议书》，首
批 100家“上海市文明餐厅”响应
号召，该倡议发出后 10 多个小时
内，仅上海发布、上海市卫健委官
微相关新闻的总阅读量就超过 126
万次，评论 1800多条，点赞超过 1
万次。社会反响之热烈，让人欣
然。

悲观点看，一些“先例”值得
思考。发表在权威期刊《中国公共
卫生》里的《非典期间与非典后期
居民相关健康行为比较》一文，有
个调查：非典期间外出就餐的人

“总是和较多使用公筷”，非典过后
开始逐年下降。文章总结的原因
是：随着疫情状况的好转，在强大
的文化惯性作用下，使用公筷公勺
意识逐渐淡化。这一点，“限塑
令”“室内禁烟令”“酒店不提供一
次性用品”等，多多少少也有类似
的影子。

一些文明习惯为何“来得快去
得快”？原因之一是这些文明习惯

还是带点“应激”，缺乏“文化惯
性”这样的基础。一旦“应激期”
过去，“易损期”来临，下次再参
与就难保有多少主动性了。

文明习惯有“应激期”和“易
损期”，人们通常在事情危及自身
时，会想到临时抱抱佛脚，有这种
心理的人多了，看起来高调而热情
的社会响应度，很可能只是“应
激”的表现。比如在防控新冠肺炎
疫情时想着使用公筷，但疫情过
后，就会慢慢放弃这个习惯。若想
着使用公筷不仅对于疫情防控至关
重要，对于日常保健也有积极作
用，这么做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
人负责，那好习惯就容易持久。

“使用公筷”这个文明习惯能
不能持久，关键是警惕“应激期”
太短，避免“易损期”。宣传推广
时，除了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这个最

“应激”的角度外，也需要宣传更
多“因果”——“使用公筷”不只
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在“为
健康负责”。在疫情过后，人们回
归日常生活，文明习惯容易迎来

“易损期”，也不妨让完善的制度为
文明习惯保驾护航。有专家提出，
市场监管部门能否将提供公筷公勺
列入饭店评级标准，在观念培养方
面从孩子抓起，在学校里加强这方
面的教育，等等。

心理学家认为，一个人的动作
或想法重复 21 天就可能变成一种
习惯。“使用公筷”这个文明习惯
的养成，或许不是重复 21 天这么
简单，但先想想养成这个习惯为了
什么、为了谁，再想想此前诸多教
训，相信这一文明习惯的养成和坚
持，也不会那么难。

避免“易损期”，
让“使用公筷”成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