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兰科技创立于 2014 年，是快速成长的人工智能领先企

业，作为平台型世界级 AI Maker，在智能汽车、智能环境及

智能城市等领域广泛布局。公司以“人工智能 服务民生”为

理念，致力于人工智能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依托自主知识产

权的计算机视觉、生物智能、认知智能等核心技术，在 IEEE

ISI、CVPR、SIGIR、KDD、ICCV 及 NeurIPS 等众多世界计算

机科学及人工智能领域一线赛事上获得十余项冠军。

深兰工业智能创新研究院（宁波）有限公司隶属于深兰科技

（上海）有限公司，研究院立足于宁波，将依托总部技术研究和应

用开发的优势和宁波本地政策及资源优势，致力于传统制造产

业的智能创新升级，推动浙江人工智能领域的科学探索和技术

攻坚，实现人工智能向传统产业赋能和产业快速集聚的成果。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中山路 138 号

人 工 智 能 独 角 兽 企 业 招 人 啦 ！

■商务营销中心
1、政企事务总监
2、商务 BD 经理
3、大客户销售经理
4、售前工程师

招聘岗位

以上岗位均需３年及以上工作经验，有近似行业工作
经验更佳

简历投递：nbhr@deepblueai.com 邮件标题请注明：职
位+姓名+联系电话

■售后服务中心
1、售中售后工程师-电气
2、售中售后工程师-软件

■运营支持中心
1、行政岗
2、前台岗
3、会计岗
4、出纳岗

深兰科技落户宁波，高薪纳贤打造AI创新高地6月5日专场招聘会等待贤能志士

根据 2020 年浙江电网建设安排，5 月 14 日至 7 月 1
日，500 千伏甬港变接入系统施工，期间宁波电网运行
薄弱。为保障宁波市企事业单位和居民的正常电力供
应，必须确保相关保电线路安全可靠运行，现发布电力
设施保护公告如下：

一、线路沿线各单位在保电线路两侧各 500 米范
围内吊装、浇筑、植树、挖掘等施工前，须提前告知电力
部门，杜绝违章野蛮施工。

二、禁止在保电线路两侧各 500 米范围内实施燃
放烟花爆竹、垂钓、飞行无人机、放飞孔明灯、气球、风
筝等可能危及电力线路运行安全的行为。

三、请各级政府督促沿线居民做好电力设施周边
塑料薄膜大棚、建筑彩钢瓦、彩带气球等易漂浮物加固
工作，严防大风吹飘异物引发电网安全事故。

四、对于因违章施工、野蛮作业等导致电力设施遭
受破坏或造成电网停电，电力部门将依据法律法规，提
请司法机关对责任单位、责任人追究法律责任。

五、实施有奖护线。群众可通过 95598 或 51102343
举报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违规线索。电力部门将对有
功举报人员给予适当物质奖励。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宁波供电公司
2020年5月24日

附件：保电涉及区域清单

北仑区：柴桥街道、新碶街道、戚家山街道、霞浦街
道、小港街道、大碶街道、春晓镇；鄞州区：横溪镇、姜山
镇、潘火街道、邱隘镇、首南街道、塘溪镇、五乡镇、下应
街道、咸祥镇、云龙镇、瞻岐镇、钟公庙街道；海曙区：段
塘街道、高桥镇、古林镇、集士港镇、石碶街道；镇海区：
蛟川街道、骆驼街道、九龙湖镇、澥浦镇；江北区：慈城
镇、洪塘街道、庄桥街道；奉化区：江口街道、西坞街道；
余姚市：大隐镇、兰江街道、梨洲街道、河姆渡镇、陆埠
镇；宁波国家高新区管委会：聚贤街道、梅墟街道；宁波
东钱湖管委会：东钱湖镇。

国网宁波供电公司电网运行特级保电公告
经宁波银保监局批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开发区支行营业场所变更

为：宁波市北仑区新碶明州西路 177 号 1 幢 101 室、201 室、301 室，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开发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15S233020008
许可证流水号：00638920
批准成立日期：1998年2月13日
营业地址：宁波市北仑区新碶明州西路177

号1幢101室、201室、301室
邮政编码：315800
电 话：13306690995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

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

的为准。

发证机关：宁波银保监局

发证日期：2020年5月21日

关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开发区支行变更营业场所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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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年5月23日
地点：北京
天气：雷阵雨转多云
人物：张咏梅（全国人大代表、

镇海中学党委书记）

因为疫情，全国两会会期推迟了
两个半月。其间，不断有同事伙伴问
我什么时候进京参会，从他们短短的
询问中，我能感受到大家的期盼，因
为在很多人眼中，两会的召开就意味
着真正的“春暖花开”。

5月20日，正值小满，我们浙江代
表团从杭州启程赴京。仿佛一切都是
刚刚好的样子。人大会议中心的院子
里，金盏花、三色堇、月季花等在满园
的绿色中尽情绽放。也许是因为释压

后的心情，看着倒比之前的更美。
这已是我第三次进京参加全国两

会了。作为来自教育界的人大代表，教
育是我的老本行，也是最关心的领域。
每一次参会前，都会收到不同层面群众
的诉求和呼声，希望我多为基层教育鼓
与呼，这也让我深深感受到身为人大代
表的责任和使命。

这几天，我们就政府工作报告进行
讨论审议。在我看来，这次的报告非常
凝练，也非常务实，将更多的篇幅花在
部署下一步做什么、怎么做上，让人真
切感受到党和政府为人民赢得美好未
来的意志和决心。

针对教育，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
出，要推动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
升。其中，就包括要支持和规范民办

教育、加强乡镇寄宿制学校和县城学
校建设等方面，强调要“优化投入结
构，让教育资源惠及所有家庭和孩
子，让他们有更光明未来”。

是的，作为一名从事了大半辈子
教育事业的基层教育工作者，我始终
认为，教育事关千家万户，是最大的
民生工程之一，只有孩子有光明的未
来，国家和社会才有光明的未来。

目前，我国已基本保障了适龄儿童
“人人有学上”的权利，下一步的努力方
向就是让“人人上好学”。但客观来说，
在这条漫漫长路上，各类教育问题依旧
非常突出，家长、学校、社会等都陷入了
巨大的焦虑之中。

哪怕是镇海中学，同样面临着新形
势新要求下的挑战和坚守。好在，我们有

一支过硬的教师队伍，大家顶住了诱惑，
选择了坚守，在孩子最重要的成长阶段，
无怨无悔为他们树立起人生的标杆。

这次复学后的第一课，我们列举
了几个校友的事迹，给孩子们讲述了
抗疫英雄的故事。我们始终认为，要
培养出为他人遮风挡雨、为社会作出
贡献的人才，家国情怀是第一位的。
这样在练就本领后，他们才会在国家
有难、社会有需要时冲上去，顶上去。

同时，这一次的疫情也让大家更
加清醒地认识到基础科学领域人才的
重要性，国家亟待进一步加强高水平紧
缺人才、拔尖创新后备人才的选拔培
养。我们则更要做好具体的教育工作，
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教
育人应有的贡献。 （黄合 整理）

让孩子有更光明的未来

本报北京电 （记 者吴向正）
“ 建 立 共 同 的 国 际 林 产 品 市 场 机
制、制度、标准，推动全球森林资
源和林产品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共
建全球林产品利益共同体已势在必
行。”在京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宁
波材料所所长黄政仁提出建议，希

望国家相关部委支持宁波承接发
起 设 立 中 国 林 产 品 交 易 中 心

（所）。
进入 21 世纪，国际市场对

林产品的消费量显著增加。据世
界粮农组织发布的信息，2018 年

世界各地的木材生产和交易量创历史
新高，中国成为全球林产品生产和进
出口贸易大国，多种木制品等大宗林
产品的产量和出口量跃居世界第一。

建设中国林产品交易中心 （所）
是列入国务院专项督查的重大事项，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经多轮考察和反复
比选，于 2019 年委托中国林业产业

联合会与宁波市人民政府签署宁波承
接建设中国林产品交易中心 （所） 项
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目前双方正在
抓紧编制建设方案。

“目前国际上还没有一个世界级
的林产品交易市场。中国作为全球林
产品生产、消费、贸易第一大国，设
立中国林产品交易中心 （所），打造
世界级的林产品交易市场，制定中国
标准，建立全球林产品价格指数权威
发布平台，统筹全球优质林产品资
源，有利于推动林业绿色发展，共建
全球林产品利益共同体，保障国家木
材产业海外资源安全供给和林产品国

际贸易稳定发展。”黄政仁代表说。
黄政仁代表认为，宁波区位港口

资源得天独厚，开放环境优势明显，
综合承载能力强，是建设中国林产品
交易中心 （所） 的首选之地、必选之
地、理想之地。他希望国家有关部门
支持宁波大宗林产品国际交易中心暨
中 国 林 产 品 交 易 中 心 （所） 项 目 建
设，并对平台予以赋能，导入全国优
质林产品资源，适时组建或迁入中国
林业产权交易所、林产品规则中心、
创新研究中心，着力打造世界级优质
林产品交易市场、大宗林产品交易中
心、林产品价格指数等权威平台。

全国人大代表黄政仁建议

支持宁波承接发起设立中国林产品交易中心（所）

【紧接第1版①】必须在一个更加不稳
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我国发展。要
看到，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
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
变。我国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
工业体系、强大的生产能力、完善的配
套能力，拥有 1 亿多市场主体和 1.7 亿
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
的人才，还有包括 4 亿多中等收入群
体在内的 14 亿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
模内需市场，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
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
段，投资需求潜力巨大。公有制为主
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
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
制度，既有利于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
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有利于
促进效率和公平有机统一、不断实现
共同富裕。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
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大力推进
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加快推

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
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
的增长点、增长极，着力打通生产、分
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
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习近平强调，现在国际上保护主
义思潮上升，但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
的一边，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
主化，以开放、合作、共赢胸怀谋划发
展，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
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
展，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同时，
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加快完善
安全发展体制机制，补齐相关短板，维
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积极做好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工作。

习近平指出，到 2020 年确保我国
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
困问题，是我们党对人民、对历史的郑
重承诺。目前，全国还有 52 个贫困县

未摘帽、2707 个贫困村未出列、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未全部脱贫。虽然同过去相
比总量不大，但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
困，是最难啃的硬骨头。我们要努力克服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付出更
加艰辛的努力，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全
面胜利。

习近平强调，做好“六稳”工作、落实
“六保”任务至关重要。“六保”是我们应对
各种风险挑战的重要保证。要全面强化稳
就业举措，强化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
帮扶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做到粮食生产
稳字当头、煤电油气安全稳定供应，保产
业链供应链稳定，保障基层公共服务。同
时，要在“稳”和“保”的基础上积极进取。

习近平指出，对我们这样一个有着
14 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农业基础地位任
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和削弱，手中有粮、心
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这次新冠
肺炎疫情如此严重，但我国社会始终保
持稳定，粮食和重要农副产品稳定供给
功不可没。总的来说，我国农业连年丰
收，粮食储备充裕，完全有能力保障粮食

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新形势下，要着力解
决农业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
题，重点从农产品结构、抗风险能力、农
业现代化水平上发力。要保障粮食等主
要农产品生产供给，强化“米袋子”省长
负责制考核，加强粮食市场价格监测和
监管，加快推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
略落实落地。要稳住猪肉等农副产品价
格，落实生猪生产省负总责要求，持续抓
好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做好

“菜篮子”产品稳产保供。
习近平强调，一分部署，九分落实。

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国之大者要心中
有数，强化责任担当，不折不扣抓好中共
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落实。要加强
协同配合，增强政策举措的灵活性、协调
性、配套性，努力取得最大政策效应。要
转变工作作风，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客观
规律，把更多力量和资源向基层下沉，在
务实功、求实效上下功夫，力戒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

丁薛祥、刘鹤、张庆黎、李斌、何立
峰、高云龙等参加联组会。

【紧接第1版②】充分发挥宁
波制造业基础优势，实现工
业软件总量规模、创新能力、
企业主体、应用成效的提升。

据介绍，自主创新是此
次《计划》的重点。按照计划，
我市将加码工业基础软件、
工业控制软件、经营管理软
件、嵌入式软件的创新。以工
业基础软件为例，我市将重
点发展面向细分工业行业应
用需求的操作系统、中间件
和数据库等基础软件产品，
依托工业软件骨干企业，重
点突破高安全、高可信的实
时工业操作系统。

与此同时，我市将在鼓
励企业建设创新平台的基础
上，引进大院大所建立产业
化基地或分支机构，推进国
家级高新技术的成果转化，
推动众创空间发展，吸引全
国工业软件领域创新型人

才、团队入驻，通过创新平台
的搭建助力宁波工业软件产
业迈上新的台阶。

自主创新同样离不开市
场主体的培育。按照计划，我
市将加快企业的创新发展，
重点突破工业领域软件基
础技术、通用技术、非对称
技术、前沿技术、颠覆性技
术。与此同时，鼓励企业专
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紧密
对接国家、省市工业软件大
战略，积极参与国家和省市
重大科技专项、重点研发计
划等大项目、大工程，不断
提升研发创新能力。

自主创新也离不开人才
的支撑。按照计划，我市将实
施高端人才集聚计划、工业
软件人才培养计划，健全工
业软件人才发展体制机制，
让人才成为宁波工业软件自
主创新的强力引擎。

据新华社北京5月23日电
记者 丁文娴 姬烨

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
23 日继续进行，正在北京参会
的全国政协委员杨扬接受了新
华社记者专访，介绍自己有关

“熊孩子”的提案。
“放电两小时，充电五分

钟。”杨扬笑言，疫情期间学校
停课、社会化培训机构停业，家
长普遍被孩子们折腾得够呛。

她今年的提案主要关注社
区内儿童、青少年活动空间和
设施不足的问题。“往年精力主
要放在学校体育方面，现在觉
得社区体育必须要提了。全民
健身上升到国家战略，近几年
国家也一直在这方面做整体规
划和建设，其中青少年儿童的
需求亟须关注。”

“在社区体育活动空间里，
现有设施及标准更多倾向于成
年人甚至老年人使用，适合青
少年尤其是学龄前儿童的非常
少，使用成人体育设施对小朋
友来说有一定危险性。”杨扬结
合不久前广东 4 岁男童在健身
设施上玩耍时伤到手指最终导
致截肢的例子，进一步阐释了
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合适运动
设施的必要性。

她建议，将社区儿童青少
年体育纳入全民健身、社区发
展等范畴；制定儿童青少年体
育设施的相关标准，指导社区
体育的规划、设施的建设和使
用等工作；营造以青少年儿童

体育活动为纽带的社区文化，
培养儿童青少年社区体育指导
员志愿者队伍等。

她举例说：“我可以带我孩
子一个人玩，但我更希望他跟一
群小朋友一起玩。四五岁的小孩
子，如果没有大人引导，就是跑
跑闹闹。而我会带他们玩‘老鹰
抓小鸡’‘丢手绢’，教他们跳绳，
一下子玩耍就变得有秩序了。但
我还希望他们能玩得更‘专业’，
希望幼童有攀爬架、滑梯、秋千，
从游戏中促进相关运动机能的
发育；希望青少年有场地打篮
球、踢足球、打羽毛球，从小培养
运动的习惯，树立规则意识，进
行互动与对抗。而且有的设施成
年人也可以利用。”

“学校体育固然重要，但也
不能把孩子所有的课余活动都
扔到学校。希望社区成为学校体
育的强力补充，也希望有更多的
家长志愿者参与进来，形成一种
社区文化氛围。”她强调。

此外，杨扬还有一个关于
协会改革的提案，建议加强协
会管理人员能力建设。“而今协
会的职能更加多样，要负责竞
技体育、社会推广、国际对接、
青少年培养等各方面工作，由
此对管理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要具备全面的才能。不仅需
要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懂得
专业知识，而且要增进对国际
规则的了解、熟悉该项运动在
国际层面的运行机制等等，这
样才能保证协会脱钩后各个项
目的顺利发展。”

“熊孩子”需要“放电”的地方
——专访政协委员杨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