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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日报》前身是《甬江日
报》，创刊于 1949年 8月 8日，后更
名为《宁波报》，1961 年停刊。1980
年 6 月《宁波报》复刊，3 年后更名
为《宁波日报》。《宁波日报》复刊40
年来，立足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
沿，始终与宁波市委同心同向，始
终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见证宁波
从商埠小城向国际港口名城的历
史性跨越，书写四明大地日新月
异、翻天覆地的巨大变迁，讴歌甬
城儿女励精图治、奋发图强的豪情
壮志，描绘“六争攻坚、三年攀高”
的成功实践，自觉承担起举旗帜、
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
使命任务，谱写了一曲曲雄壮嘹亮
的地方党报振兴发展之歌。

40 年来，《宁波日报》始终忠
诚履行党委机关报的职责使命，
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
导向和价值取向，紧紧围绕中央
决策、省委部署和市委中心工作，
大力唱响主旋律，广泛传播正能
量，为宁波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营造良好舆论环境。从党的十二
大到十九大，从全国两会到省市
两会⋯⋯《宁波日报》记者始终在
线；从泱泱东方大港到巍巍四明
山麓，从三江口走向全国走向“一
带一路”国家⋯⋯《宁波日报》记
者步履坚定；从台风肆虐的最前
线到洪水滔滔的最深处，从疫情
防控的第一线到复工复产的最前
沿⋯⋯《宁波日报》记者无畏奔
赴。“蓝帽子”现象大讨论、杭州湾
跨海大桥通车、应对全球金融危
机、拥抱地铁时代、世界第一大港
成长、改革开放 40 周年、“四知精
神”、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总书记
考察浙江、宁波等等，《宁波日报》

将时代印迹一一化为铅字、传向
远方；屠呦呦、徐亚芬、颜志定、张
祖安、李如成、陈淑芳、周秀芳、胡
朝霞、陈霞娜、竺士杰、顺其自然
等等，《宁波日报》让时代典型一
一跃然纸上、广为弘扬；“工地围
而不建”“垃圾围城”“公共服务机
构只开半扇门”等等，《宁波日报》
让群众反映强烈问题一一曝光亮
相并促成解决。牵头组建浙东新
闻联盟、联手组建长三角新媒体
联盟、深化与互联网巨头的合作，

《宁波日报》在加强宁波对外宣
传、扩大宁波网络正能量传播上
始终不遗余力。

40 年来，我们始终坚定走在
创新改革的康庄大道。伴随着改
革开放的大潮复刊，流淌着改革
开放的血脉，一直以领跑的姿势
不懈探索、创新、实践，始终在发
展的进程中敢为人先。从四开黑
白小报到对开彩色大报，《宁波日
报》不仅仅限于版面数量的增加、
印刷色彩的变化，而是更加注重
内容、气质的提升。一轮轮的改

（扩）版，尤其是 2019 年 10 月的改
版，报纸向新闻版面“深度化”、各
版头条“新闻化”、理论评论“锐度
化”、重大报道“提要化”、整体布局

“板块化”、内容呈现“可视化”方向
发展，让主流媒体既有意义也有意
思，既显权威又更好看，围绕市委
市政府中心工作更加紧密，服务广
大人民群众更加有效，新闻舆论的

“四力”（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更
加强大。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
来，《宁波日报》因势而谋、应势而
动、顺势而为，率先开展媒体改革
和融合发展，坚持导向为魂、一体
为重、移动为先、内容为王、人才为
基，打造提升宁波第一主流新媒体
——甬派客户端、稳步发展唯一拥
有互联网新闻资质的门户网站
——中国宁波网，从而充分整合放
大党媒的优势。40年来，报业集团
从《宁波日报》一张报纸，到拥有

《宁波晚报》《现代金报》《东南商
报》及 4 份县市报等共 8 份报纸和

《宁波通讯》等 3 份杂志，以及甬
派、甬上等一批新媒体矩阵。集团
还拥有宁波出版社、宁波新华书
店、浙江明派文化传媒等国有文
化传媒单位，全力服务“书香宁
波”和文化大市建设。今年以来，遵
循“应融尽融”“移动优先”“做优新
闻”“做强服务”“放大特色”“积极
稳妥”原则，持续深入改革完善报
网端一体化的新闻生产运行体制
和机制，进一步构建“你就是我，我

就是你”的融媒体发展格局，不断
提升党报、党网、党端的权威性和
影响力。

40 年来，我们始终不懈追求
卓尔不凡的新闻理想。广大新闻
工作者秉持崇高的价值追求，以
孜孜不倦的职业精神，做好党的
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
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
正义的守望者，不断追求创优的
广度、深度和高度，取得了一系列
的成果。宁波日报报业集团连续
13 年共获 29 项中国新闻奖，其间
曾连续三年荣获中国新闻奖一等
奖，共获得浙江省新闻奖一等奖
128 项。多位同志获得“全国优秀
新闻工作者”“全国百佳新闻工作
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浙江飘
萍奖”及“中国报业杰出报人奖”
等荣誉称号。2019 年获得“全国
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宁波日
报》坚定不移实施精品报刊工程。
自 2003 年中国报协设立“精品级
报纸”以来，连续 17 年获全国报
纸印刷质量最高奖——“精品级
报纸奖”殊荣。被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授予“全国百强报刊”，荣
获“中国报业融合发展创新单位”
和“改革开放 40 年·报业经营管
理先进单位”等称号。

《宁波日报》复刊 40 年来取
得的所有成绩，得益于党中央改
革开放政策所带来的发展机遇；
得益于历届宁波市委的坚强领
导；得益于市政府、市人大、市政
协及各部门领导、社会各界的关
心支持；得益于一代代宁波日报
人的不懈努力；得益于广大读者
的不离不弃。

40 年来千山万水脚下过，40
年后跋山涉水不停步。每一代人
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个时
代有每一个时代的责任与担当。
不管时代如何变迁，我们始终坚
信新闻的力量。不管形势如何变
化，我们始终坚守舆论的高地。栉
风沐雨守初心，砥砺奋进担使命，
守正创新谋突破，做强日报主阵
地、做优都市报品牌、做精图书出
版、做宽图书发行、做优人才队
伍，进一步壮大集团综合实力，重
中之重是把《宁波日报》打造成始
终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报纸，不断
奏响推动社会进步的强音，为宁
波日报报业集团打造一流新型主
流媒体和文化传媒集团注入更加
澎湃的引擎动力，为宁波奋发有
为当好“重要窗口”建设模范生凝
聚更加磅礴的精神力量。

始终忠诚于党和人民
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

李浙闽（宁波日报报业
集团党委书记、宁波日
报社社长）

党的新闻事业是极端重要的
思想舆论阵地，同时也是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窗口。一个

城市的新闻事业发展水平，折射
出这个城市的现代化建设、文化
繁荣和区域治理的水平。这个城
市的新闻舆论影响力也是整个城
市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
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不仅需要
现代化的产业、现代化的院校，
还必须拥有现代化的新闻事业。

《宁波日报》 在改革开放的
春风中应运而生。40 年来，在
宁波市委、市委宣传部的正确领
导下，《宁波日报》 新闻工作者
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
导向，举旗帜、聚民心、育新
人、兴文化、展形象，为宁波的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鼓与呼，
为宁波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倾
情服务，佳作迭出，事业壮大，
人才成长，成为全省乃至全国新
闻界的一支有生力量。

《宁波日报》和宁报集团广大

从业人员忠诚党的新闻事业，自
觉传播党的主张，记录时代风云，
推动社会进步，守望公平正义，传
承党的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
风，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
力，守正创新，砥砺前行。

在浙江、宁波投身新闻事业
是幸运的，这里有“三个地”的
独特优势，有丰富的新闻资源，
有深厚的人文滋养，是创作优秀
新闻作品的宝地。

祝愿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员工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
中大展身手，深入践行习近平总
书记的新闻思想，牢记总书记对
浙江、宁波的新嘱托，讲好宁波
故事、浙江故事、中国故事，在
宁波市委、市委宣传部的正确领
导下，发挥更加强大的思想引领
力量，为现代化建设构建坚强的
舆论支持。

牢记总书记的新嘱托
讲好宁波故事浙江故事

宁波是一座文化历史底蕴深
厚、发展充满活力的城市。我在

《人民日报》工作时，曾 4 次到宁
波采访，见证了宁波从一个海防
前线的城市发展成为充满现代化
气息的城市群。今天的宁波，繁
荣、发达、开放、包容，综合实力雄
厚，各项事业发达，人民安居乐
业，老百姓生活殷实，生活质量不
输任何一个一线城市。近 1.2 万亿
元经济体量，与宁波港、宁波帮、
宁波景、宁波装，展示了蔚为壮观
的产业集群。古代先贤王阳明、黄
宗羲、全祖望、万斯同，以及以童
第周、屠呦呦为代表的近 120 名
院士的国家级人才群体星光闪
烁，构成了宁波在中华大地史诗

般创业的伟大叙事。浙商文化以
及宁波快速崛起，不仅是中国崛
起的缩影，是为人们提供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实践的样本。

《宁波日报》复刊，伴随着改
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而发展进步
壮大，服从改革开放大局，服务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坚持正确的舆
论导向，推出很多优秀新闻报道，
从四开四版的报纸发展成为拥有
报、杂志、网站、手机报、两微客户
端，以及多种经营的媒体集团，同
时还培养和涌现出很多优秀新闻
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在媒体技
术革命性变革和传播格局深刻变
化的情势下，报业集团积极应变，
主动求变，实现了平稳转身、持续
发展。所有这些，与历届宁波市委
的领导、支持是分不开的，更与一
代代报社同仁辛勤工作是分不开
的。千方百计、千山万水、千辛万
苦，是浙江精神生动比喻，报社同
仁正是以这种精神诠释了 40 年
自强不息、开疆拓土的出色业绩。
我祝愿并期待报业集团在未来发
展中书写更新更美篇章。

具有 90 年历史和传承的复
旦大学新闻学院，是中国新闻教
育的始创者和奠基者，是新中国
新闻干部和各类专业人才培养的
摇篮。复旦新闻学院与《宁波日
报》历来有紧密关系和多方面合
作。特别是在新闻学院发展遇到
困难的时候，《宁波日报》曾经给
予多方面帮助支持，新闻学院也
为《宁波日报》输送了不少人才。

我们更期待，在新媒体快速发展
情势下，进一步深化我们之间务
实合作。

一场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
来，发生在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关键时刻。大家感到揪心、担
心、焦心。这使我们更深切地体会
到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底线思
维的深刻含义和居安思危的严峻
现实，也更加强烈意识到，以党报
为核心的主流媒体对于国家团结
稳定，凝聚起人民力量共克时艰
的极端重要性。尽管形势瞬息万
变，任务无比艰巨，但挑战和风险
无法回避。我们应该无所畏惧地
为国坚守、主动自觉地为民担当。

作为一个党的新闻工作者，
深感与祖国同行，与百姓同心，
与中心工作同步，是党的新闻工
作的根基。不论我们身处何方，
不论哪种类型媒体，也不论在什
么岗位上工作，这些是我们必须
遵循的正确方向，是新闻工作者
的 人 生 坐 标 。 与 40 年 前 相 比 ，
时代在变，形势在变，但热爱祖
国深厚感情、精忠报国的赤子之
心不能变。我和伟大祖国一刻也
不能分离。以人民为中心、发展
经济、改善民生，推进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不能
变，保持恒心定力，走自己的
路，追求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
实现民族复兴的坚定决心不能
变，勠力同心，风雨兼程，艰苦
奋斗，我们的日子会一天更比一
天好。

党报更应凝聚
人民力量共克时艰

1958 年，我从上海回宁波老
家居住，那时还不满 8 岁。我家就
住在海曙区段塘镇上，家的对面
有一家理发店，有 6 把椅子，当时
算是一家很大的理发店。为了不
让等待理发的顾客感到寂寞，桌
子上放了一张报纸，就是《宁波日
报》的前身。当时我正好上小学，
求知欲很强，每天晚饭后就去读
报，在报纸里我学到了学校书本
上学不到的知识，一直到 1966 年
7 月去下乡插队，几乎从未间断
过。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初，改革
开放的大潮激荡着祖国的大地，
经过 15 年农村插队的知青生涯，

我与几名知青伙伴一起创办了宁
波青春服装厂，正好《宁波日报》
也复刊，我们有缘在同一个年代
起跑。

当时的创业条件非常艰苦，
没有厂房，我就租公社大会堂舞
台下的地下室，没有设备就把家
里结婚时的缝纫机往厂里扛，既
无资金，又无技术支撑，1982年工
厂面临倒闭的境地，连续 3个月发
不出工资。我偶然听说吉林省的
辽源经编厂积压了大量的面料，
正在寻求与南方的服装厂合作，
就这样青春服装厂与辽源经编厂
签订了 3年合作协议，不仅解决了
辽源经编厂的大量库存，也使青
春服装厂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听到这一消息，《宁波日报》
马上派当时的农村部主任叶雪炜
老师到工厂采访，直至下班还意
犹未尽，索性到我家继续促膝长
谈，直到深夜⋯⋯从此我与《宁波
日报》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不仅和
许多记者老师结下了深厚情谊，
也认识了历任的总编和社长。

在 40 年风雨兼程的创业征
途中，无论是 20 世纪 80 年代雅戈
尔与上海的横向联营、产品的创
优创名牌、企业的管理升级，还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外合资、股份制
改造、股票发行上市，《宁波日报》
都 率 先 进 行 报 道 。进 入 21 世 纪
后，雅戈尔国际化运行，海内外收
购兼并，《宁波日报》无时无刻不

关注、关心雅戈尔的成长与发展。
经大数据显示，从 2000 年至今，
雅戈尔在《宁波日报》《宁波晚报》
及《东南商报》被报道、提及的次
数 有 5921 次 ，我 个 人 被 提 及 有
370 次之多，可以说，《宁波日报》
伴着雅戈尔一路成长。40 年来，

《宁波日报》一直为宁波民营企业
的发展壮大大声呐喊！

我对《宁波日报》的热爱，倒
不全是日报经常报道雅戈尔的原
因，而是因为在创业 40 年中，我
经常外出，几乎有三分之一时间
在外奔波，当时信息渠道有限，

《宁波日报》经常报道国内大事、
市里主要领导的重大活动，宣传
介绍宁波古代近代的历史著名人
物、杰出的甬商代表，还把四明的
山山水水、乡村古貌、风土人物作
了详情的介绍，使我们对宁波的
文化更了解，增加了我们对家乡
的热爱。

雅戈尔经过 40 年的发展，正
在面向未来谋划新的愿景。我们
想用 30 年的时间，把雅戈尔建成
一个融时尚、科技、文化、数智化
一体的全新的雅戈尔。我们殷切
希望，在今后发展的道路上，在市
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宁波日报》
能继续关注、关心雅戈尔的发展，
我们携手合作，风雨兼程，踏浪前
行，并衷心祝愿《宁波日报》复刊
40 周年生日快乐，取得更大的成
就。

《宁波日报》伴我成长

记者 张昊 整理

谱写雄壮嘹亮的地方党报振兴发展之歌
——宁波日报复刊40周年座谈会发言采撷

李 丹（浙江省新闻
工作者协会主席）

米博华（人民日报社
原副总编辑、复旦大
学新闻学院院长）

编

者

按

李如成（雅戈尔集团
董事长）

昨日上午，市委召开宁波日报复刊40周年座谈会。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站在复刊40周年的新起

点，总结地方党报守正创新砥砺奋进的新经验，着眼打造一流新型主流媒体的新目标，谋划“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新篇章，

展现新时代市委机关报的新担当。浙江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李丹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米博华分别致辞，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李浙闽

汇报了宁波日报复刊40年发展情况，雅戈尔集团董事长李如成作为读者代表发言。本报今日刊发座谈会发言采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