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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朱宇） 16 日下
午，宁波-杭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交流座谈会在宁波杭州湾新区举
行。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郑
栅洁和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周
江勇共商深化杭甬互利合作。

宁波方领导余红艺、徐宇宁、
宋越舜、施惠芳、陈仲朝及杨勇，
杭州方领导刘忻、于跃敏、潘家
玮、佟桂莉、许明、戴建平、张振
丰、卢春强、柯吉欣、滕勇出席座
谈会。

郑栅洁表示，杭州是全省发展
的龙头，是宁波学习的标杆。杭甬
两市各扬所长，继续唱好“双城
记”，对于支撑全省高质量发展、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对探索大城市协同发展、错位
发展的新路径也具有重要意义。希

望两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浙江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
真落实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
共 同 唱 好 “ 双 城 记 ”， 携 手 下 好

“合作棋”，为浙江建设“重要窗
口”增光添彩。一是携手推进湾区
建设，加强规划编制、平台打造、
产业发展、交通建设、生态保护等
方面的衔接，尽早实现杭绍甬一体
化、同城化。二是携手增强产业实
力，共同打造一批完整、强大、有
韧性的产业链，整体提升产业基础
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三是携
手打造创新高地，加强创新平台共
建、创新要素共享、创新成果转化
等方面的合作，更好服务高水平创
新型省份建设。四是携手放大开放
优势，加强建设国家级开放平台、
办好国际性展会等方面的合作，加

快 形 成 “1 + 1＞2” 的 联 动 效 应 。
五是携手提升治理能力，分享智慧
城市、宜居城市建设的理念思路和
经验做法，推动城市规划、建设、
管理达到更高水平。

周江勇表示，宁波是我国沿海
首批对外开放城市，是改革开放的
排头兵。近年来，宁波扎实开展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行动，各
项事业发展取得新成绩，成为我省
建设“重要窗口”的模范生。我们
要学习宁波“心无旁骛做制造业”
的格局和定力、“港通天下改革开
放”的胸襟和视野、“城乡融合发
展”的高招和良策。杭州正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杭
州时重要讲话精神，抓“六保”、
促“六稳”、拓“六新”，奋力实现

“1+2+3”的年度目标任务。希望

两地继续唱好“双城记”，共同育
新机开新局，为全省发展作出更大
贡献。在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上
加强协同，共同推进杭绍甬智慧高
速公路等交通走廊建设，加快推动
公空铁水等多式联运；在打造杭州
湾产业带新高地上深化合作，大力
推动杭州钱塘新区、城西科创大走
廊和宁波前湾新区、甬江科创大走
廊协同发展；在完善优质公共服务
供给机制上携手探索，依托浙江人
才大厦等平台探索两地人才共享机
制，推动知名教育机构、优质医疗
资源合作办学办医，实现更多政务
资源共建共享。

座谈会上，两市经信局签署了
《深化数字经济全面合作 促进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合作协议》，两市交
通局签署了《综合交通合作协议》。

宁波-杭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交流座谈会举行
郑栅洁周江勇出席

本报讯（记者周琼 通讯员任
社）掌握“高、精、尖”技术工艺、具备
国际视野和创造思维，具有持续创
新发展能力！这些是宁波对于支撑
起智造蓝图的青年高技能人才的期
许，为了帮助高技能人才成长，优化
我市技能人才结构，助推我市的经
济转型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我市
切切实实拿出真金白银，支持青年
技能人才的发展，助推青年技能人
才成长为“技能菁英”。

人社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技

工院校在校生和在甬工作 3 年以
上、缴纳宁波市社保满 36（含）个
月、年龄不超过 45 周岁（含），且在
近两年内有赴境外参加技能提升项
目计划的企业在职员工、技工院校
教职员工（含职业院校中的技能实
习指导教师），可参加“技能菁英”培
养计划申报。申报“技能菁英”培养
计划的人员，需获得市级（含）以上
人社部门颁发的技能类荣誉称号或
是世界技能大赛优秀指导教师；获
得职业技能竞赛省级前六名或国家

级前十名；入选世界技能大赛国家集
训队；获市级以上科学技术奖或拥有
1 项以上发明专利，并产生较大经济
效益或社会效益；在开展技术革新、技
术改造、技术推广活动中做出较大贡
献，并产生较大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记者了解到，入选“技能菁英”培
养计划的，我市将会通过项目资助的
形式，支持相关技能人才参与与所从
事专业密切相关的技能技艺研修培
训、交流、竞赛，最高补助金额可达 10
万元。

拿出真金白银，支持青年技能人才发展

我市着力推进“技能菁英”培养

本报讯（记者吴向正）昨日，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余红艺赴北仑开展

“三服务”活动，面对面听取意见建
议，帮助协调解决困难问题。她勉励
大家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充分发
挥我市产业链供应链优势，专注专
业，全力以赴，协同作战，不断提升
企业、产业、行业竞争力，共同提高
宁波城市核心竞争力。

上午，在北仑大碶高端汽配模
具园区管理服务中心，余红艺充分
肯定北仑创新工业社区管理模式的
特殊功效，她寄语灵峰工业社区在
精准满足企业和员工需求的基础
上，提高服务专业化水平，积极助力
模具业现代产业集群建设。在旭升
机械公司、申洲公司、美博进出口公
司，她对三家企业咬定实业不动摇，
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的不变情怀和
骄人业绩给予高度评价。在下午召
开的座谈会上，徐旭东、李伟平、郭
咏梅、王洪彪、王蕾、张群峰、梅飞
珍、王存波等 8 位省、市、区人大代
表和企业家代表结合企业发展实
际，就政府采购优先选择本地产品、
营造引才留才良好环境、校企合作
培养高级技工等提出意见建议。余
红艺对与会人员的发言逐一回应，

承诺会后继续协调解决。
余红艺指出，北仑广大企业家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
托，在确保“两手硬”“两战赢”中付
出不懈努力，取得积极成效，充分履
行社会责任，稳住企业，保牢就业。
面对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各类风险挑
战，要紧扣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两个大局”，扭住产业链和资金
链“两根链条”，聚焦“救急”和“谋
远”“两端施策”，始终保持定力，坚
决稳住基本盘。

余红艺说，“留得青山，赢得未
来”，无论是稳企业还是保就业，一
定是依靠企业发展来实现的。政府
及部门要竭尽全力帮扶企业，真正
做到企业需要什么，部门就供给什
么。企业要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
相信市场的力量，发挥市场的作
用，既协同作战、抱团取暖，又细
分领域、专注专业，全力以赴促进
发展。龙头企业要组织上下游配套
企业定期分享信息、研讨交流，全
方位提升产业链，共同在危机中育
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为大力提
升城市核心竞争力作出企业的突出
贡献。

彭朱刚参加活动。

余红艺赴北仑开展“三服务”活动
勉励弘扬企业家精神
全力以赴协同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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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日报记者 张凯凯
延边日报记者 陈延龙

在闫翠莲的脑海里，这辈子最
后一次陪丈夫散步的画面，定格在
去年 8 月。那时，农场里相继“绽
放”的黑木耳才收了两茬，大棚里
的 10 余万菌包竞相吐出凝露般的
芽，穿梭其间的村民脸上，藏不住
丰收的喜悦。

但谁能料到，一个家庭的未
来，竟然如同被洪水席卷般崩溃得
如此迅猛又突然。散步归来，才迈
进家门没多久，折磨丈夫多年的脑
血栓再次发作。闫翠莲不得不将已
不省人事的丈夫抬上救护车，送往
汪清县人民医院。十一天的抢救没
能挽留住家中顶梁柱的生命，却让
这个本就“为药所困”的家庭背上
了 10 余万元的债务。

“那一刻，我感觉天都塌了。”
闫翠莲别过头，用最平静的语调诉
说着最沉痛的悲伤。

从延边州汪清县人民政府出
发，沿省道 202 线驱车近 40 公里，
记者来到了位于天桥岭镇的桃源小
木耳种植基地。初见时，56 岁的
脱贫户闫翠莲正在无菌车间忙碌。
16 个排成方阵的金属接菌枪在系
统操控下，为流水线上的木耳菌包
注入液体菌种。闫翠莲的工作是挨
个将菌包的注射口用海绵封堵起
来。

“我不能离开岗位太久，不然
同事的工作压力就大了。”从流水
线上下来的闫翠莲身着绿底白纹工
作服，一脸灿烂的笑容，“平日里
忙得很！这里每天能生产 10 万多
个菌包，你算算，根本不愁没活
干！”

不愁没活干，这对于把还债当
成“第一要务”的闫翠莲而言，宛
如一颗定心丸。在汪清县乃至整个
延边州，优先为贫困户安置工作岗
位，是当地政府的一大承诺，而产
业项目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带

贫 ”， 则 是 衡 量 项 目 的 最 基 本 指
标。黑木耳作为汪清县的“金字招
牌”，自然成为了带贫的“明星产
业”。

近 3 年来，宁波在汪清累计投
入援建资金 9753.3 万元，援建黑木
耳产业项目 20 个，占该县援建资
金的近八成。在黑木耳产业带动
下，汪清县贫困人口由 2016 年底
的 8375 户 14214 人减至 2019 年底
的 202 户 318 人 ， 贫 困 发 生 率 由
14.5% 降 至 0.32% 。 勤 快 如 闫 翠
莲在政策的扶持下，看到了脱贫致

富的曙光。
延边州的天总是亮得格外早，

凌晨 3时，闫翠莲就忙活开了。“在菌
包厂上班，每天能拿 110 元钱。我还
能在上班前腾出点时间摘木耳，领
导按小时给我加
班工资。这样一
来，一个月能赚
到 4000 来 元
钱。”
【下转第4版①】

（相关报道
见第6、7版）

“不愁没活干，就是最大的安心”

闫翠莲在桃源小木耳产业园扶贫车间工作。 （陈延龙 摄）

本报讯（记者易鹤） 近期部分
地区陆续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引起
社会广泛关注。为慎终如始抓好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疫情常态
化防控各项工作，持续巩固疫情防
控成果，昨晚，市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通知，
即日起我市将在严格落实常态化疫
情 防 控 “21 条 ” 举 措 的 基 础 上 ，
进一步加强中高风险地区来甬返甬
人员管理服务工作。

通知指出，对于从国内疫情中
高风险地区 【以县 （市、区） 为单
位，下同】 来甬返甬的人员，先赋

“ 甬 行 码 ” 红 码 ， 实 施 点 对 点 转
运，并实行 14 天集中隔离医学观

察。解除隔离医学观察前，均须按
规定进行 2 次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1 次血清抗体检测，符合解除医学
观察标准的方可解除隔离。隔离医
学观察期间如出现发热等异常症
状，应立即转运至定点医疗机构进
行诊治。

从北京市疫情低风险地区来甬
返甬人员，无法提供近 7 天内核酸
检测阴性或既往血清特异性 igG 抗
体检测阳性证明的，先赋“甬行
码”黄码，实施点对点转运，送指
定综合服务点接受核酸检测阴性后
方可安全有序流动，做到闭环管
理、“应检尽检”。

【下转第4版②】

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通知

中高风险地区来甬返甬人员
须集中隔离14天

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统筹资源，团结合作，尽最大努力
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最大限度降低疫情负面影响

■第一，要坚定不移携手抗击疫情
■第二，要坚定不移推进中非合作
■第三，要坚定不移践行多边主义
■第四，要坚定不移推进中非友好

新华社北京 6月 17日电 国
家主席习近平 17 日晚在北京主持
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并发表题为

《团结抗疫 共克时艰》的主旨讲
话。习近平强调，面对疫情，中非相
互声援、并肩战斗，中非更加团结，
友好互信更加巩固。中方珍视中非
传统友谊，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
中方加强中非团结合作的决心绝不
会动摇。中方将继续全力支持非洲
抗疫行动。双方应坚持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尽最大努力保护人民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坚定不移携手抗
击疫情，坚定不移推进中非合作，坚
定不移践行多边主义，坚定不移推

进中非友好，共同打造中非卫生健
康共同体和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
同体。会议发表《中非团结抗疫特别
峰会联合声明》，向国际社会发出中
非团结合作的时代强音。

本次峰会由中国和非洲联盟轮
值主席国南非、中非合作论坛共同
主席国塞内加尔共同发起，以视频
方式举行。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塞内
加尔总统萨勒和埃及总统塞西、刚
果（金）总统齐塞克迪、阿尔及利亚
总统特本、加蓬总统邦戈、肯尼亚总
统肯雅塔、马里总统凯塔、尼日尔总
统伊素福、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卢
旺达总统卡加梅、津巴布韦总统姆

南加古瓦、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以及
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出席。联合国秘
书长古特雷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谭德塞作为特邀嘉宾与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
处书记王沪宁出席。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在全球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重要时刻，我们举
行这次中非特别峰会，同各位新老朋
友通过视频相聚，共商团结抗疫大计，
共叙中非兄弟情谊。这次疫情突如其
来，给世界各国带来严重冲击，夺走数
十万人宝贵生命。我提议，我们为在疫
情中的不幸罹难者默哀，向他们的亲
人表示慰问。 【下转第3版】

习近平主持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
指出中非经受疫情严峻考验，友好互信更加巩固，强调中非要坚定不移携手抗击疫情、推进中非合作、

践行多边主义、推进中非友好，共同打造中非卫生健康共同体，推进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

6月17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并发表题为 《团结抗疫 共克时艰》 的主旨
讲话。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