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期四 农历庚子年六月十七

2020年8月 日6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3-0003

中共宁波市委机关报
甬派客户端 中国宁波网

NINGBO DAILY

今日12版 总第16409期 新闻热线：87000000 www.cnnb.com.cn 天气：今天多云；偏南风3级；27℃-36℃
明天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偏南风3级

今日市区空气质量预测：优至良

本报讯（记者王岚 通讯员宣
文） 本月起，我市数字化企业开办

“1+0”模式正式启动，新开办企
业可以同步领取电子营业执照、电
子印章和税务 UKey。这是宁波进
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时间、提升企业
开办便利度，激发市场主体创业创
新活力的又一创新举措。宁波是继
上海之后全国第二个推行电子营业
执照电子印章融合应用的城市。

何谓“1+0”？市市场监管局
行政审批处负责人介绍，“1”指将

印章制作、申领发票同步纳入企业
开 办 流 程 ， 实 现 “1 个 环 节 ” 办
结；“0”指零成本，企业开办同时
免费获得电子营业执照、电子印
章、税务 UKey。“我们线上整合
了企业开办各环节、各业务系统，
实现‘一次登录、一网通办’，线
下通过深化政银合作，将企业开办
窗口延伸至各银行网点，提供一站
式服务。”该负责人说。

据了解，电子营业执照与电子
印章同步发放是今年国务院“放管

服”改革任务之一，也是我省今年“放
管服”改革任务和优化营商环境 10+N
便利化行动方案（2.0版）的改革举措。

以往，新开办企业在领取电子营
业执照后，需另行申请办理印章、税
控设备等，环节多，流程长。宁波通
过加快数字化转型，优化企业开办全
程网上办平台，升级申领发票模块，
再造企业印章刻制流程，使电子营业
执照平台、浙江省统一电子印章服务
平台、浙江印章治安管理信息系统数
据融合应用， 【下转第4版①】

宁波电子营业执照电子印章融合应用
成为全国继上海之后的第二城

贯彻全会精神 当好“重要窗口”模范生
本报讯（记者殷聪 鄞州区

委报道组杨磊 徐庭娴） 近日试
生产的宁波芯速联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有了新的发展计划：8 月底
二期设备进场，9 月中旬实现批
量供货。借 5G 及数字化集成数
据中心的发展东风，仍处于“襁
褓期”的芯速联光电预计今年产
值超过 4000 万元，明年产值至
少翻一番。

借助强链补链，鄞州集成电
路产业正驶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
道。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鄞州
集 成 电 路 产 业 完 成 产 值 13 亿
元，产量增长 9%。在集成电路

产业的带动下，鄞州计算机通信
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6 月单月
工业增加值增长 44%，拉动当地
工业增加值增速 4.5 个百分点。

“7 月 8 日召开的市委十三届
八次全体 （扩大） 会议提出，宁
波要创建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试验区，全力打造 10 条以上强
大、有韧性的重点产业链，集成
电路便是其中之一。”鄞州区经
信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下一
步，鄞州不光要引进集成电路项
目，更要通过“引”强化链，补
上鄞州乃至宁波集成电路产业链
中缺失的一环。

离芯速联光电不远处，主要生
产 DFB 芯片与 WTL 芯片的宁波元
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也已进入产
品测试的尾声阶段，预计年底即可
实现批量生产。两家公司生产的芯
片应用于 5G 基站、数字化集成数
据中心，且相互关联。元芯光电副
总经理沈晁告诉记者，将按照计划
强强联合，把两家公司的优势产品
封装在一起，进行打包销售。

在鄞州，强强联合的远不止两
家企业。近年来，依托盛吉盛半导
体、中芯国际设计服务中心、康强
电子等一批企业，鄞州以上下游供
应链及横向协作链为突破口，不断
完善上下游的发展生态，一批优质
集成电路项目强力推动鄞州集成电
路产业高质量发展。累计引进的
70 余个集成电路项目，已逐渐形

成 集 成 电 路 后 道 封 装 装 备 产 业 、
5G 光通信产业、CPU 国产化产业
的生态体系。

眼下，在位于云龙镇的宁波集
成电路装备及模组产业基地，宁波
盛吉盛装备项目正紧锣密鼓地推
进，预计今年底即可部分完工，届
时一批相关联的配套企业将与其携
手，进一步做大做强；宁波微电子
创新产业园已集聚中芯国际创新设
计服务中心、轸谷科技、源创芯
动、尚进自动化等一批集成电路设
计企业与后道封装装备制造企业，
预计今年产值超过 18 亿元⋯⋯

按照计划，鄞州将继续加速打
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特色工艺集成
电路产业基地，力争 2022 年全区
实现集成电路产业产值 50 亿元，
2025 年实现产值 100 亿元。

“链式”突破筑起集成电路产业高地
70余个项目点燃鄞州“芯”动能

本报讯（记者徐展新 通讯
员孙国栋 钟欢） 近几天，宁波
接连经历了高温酷暑和狂风骤
雨，但潘火高架桥下的一座半开
放式体育公园始终热闹非凡。据
了解，这座占地面积近 1 万平方
米的体育公园已经运行数月，场
馆使用率超过 80%，日均客流量
600 余人次，晚高峰运动场地预
定日日爆满。“在高架桥下，我
们挖出了体育产业的‘金矿’。”
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说。

政企携手，将城市闲置土地
改造成体育场馆，开拓全民健身
渠道，是宁波一次大胆而卓有成
效的尝试。记者从市综合行政执
法局了解到，全市已有 20 余个
由桥下空间改造成的体育场馆。

渣土成堆、垃圾遍地，且多
次整顿不见效果⋯⋯长期以来，
镇海区庄市街道万市徐村高架桥
下的空间，给人以“脏乱差”的
印象。为此，街道创新改造模
式，与高速路政部门签订委托管
理协议，由该部门代管桥下空间，
邀请相关高校专家精心规划，建
设 1.3 万平方米的“运动长廊”。

两年来，“运动长廊”服务
周边 7 个村子的数万居民，满足
了日益增长的运动消费需求，成
为桥下空间改造的典范。

截至去年年底，宁波人均体
育场地面积为 2.43 平方米，高于
全省平均值，但随着城市扩张和
人口集聚，体育场馆辐射的“盲
区”仍不少。以潘火体育公园附

近的茶苑小区为例，距雅戈尔体育
馆 3.5 公里，距鄞州体育馆约 4 公
里，居民去哪个体育馆都有点远。

桥下体育场馆的出现，让这一
困扰烟消云散。近段时间，庄先生
常常利用晚上或周末时间，步行 5
分钟到场馆打羽毛球。“身体健康
了，生活也变得多姿多彩，还认识
了几个志同道合的‘球友’。”运动
完的庄先生笑容满面。

桥下空间的开发并非“纯公
益”。政府牵线搭桥，社会资本介
入，探索出了可持续的盈利模式。
参与多个桥下体育场馆项目的宁波
羽航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忆
俊告诉记者，桥下环境相对复杂，
多部门衔接难度较高，但市场需求
大、开发潜力足。“经过前期论证

和试运营，此类场馆的效益和常规
的体育场馆相当。”

“民营企业的加入，促成了政
府、企业和老百姓的‘三赢’。”市
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认为，民营企业
机制灵活，响应市场、迭代更新的
速度快，部分专业运营公司拥有大
量黏性用户，已形成相对固定的体
育社交圈，有助于新建体育场馆迅
速集聚人气。

如今，这一模式正加速在全市
推广。记者了解到，绕城高速 （天
童南路西侧）、福庆南路和环城南
路交界处、庆丰桥的桥下空间都有
建设体育场馆的计划。越来越多隐
蔽“金矿”的开掘，让体育产业和
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有了更广阔的
想象空间。

引入社会资本 盘活闲置空间

城市高架桥下“变”出20多个体育场馆

本报讯（记者张昊） 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
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
善——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这 12 个词寓于何处？不妨看看我
们每个人身边的生活细节：可能是
你刚刚听过的一场红色宣讲，可能
是我摆在案头的文明读本，也可能
是我们要一起参加的志愿服务活动
⋯⋯它们都很普通，却在不知不觉
中落细、落小、落实，因为润物无
声、熨帖心灵的力量，在每个人的
生活中落地生根。

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座城市
文明创建的精神追求与价值体认。
在宁波，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贯穿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各个
环节、渗透城市生活各个方面。12
词，24 字，犹如时钟坐标，镌刻在宁
波市民日常生活的表盘。入脑入心，
见言见行，共同的价值观联结你
我，擘画出巨大的精神“同心圆”。

走在甬城街头，路边电子屏、
建筑工地围挡、交通站点、旅游景
区，醒目的核心价值观公益广告抬
眼可见，驻足即观，让市民在潜移
默化中受到熏陶。去年国庆期间，
设置在我市公园、广场、重要地标
的 70 个“我和国旗同框”造型景
观，吸引如潮市民前来留影。在慈
城合影的李女士说：“‘我和国旗
同框’是一种最朴实的爱国行为，
我们要用靓丽身姿把祖国点缀得更
加美丽，用自己的奋斗把祖国建设
得更加富强。”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呦呦
就是我的名字，我从 《诗经》 中走
来⋯⋯”我市推出的浙江首部原创
民族歌剧 《呦呦鹿鸣》，受到市民
的热捧，科学家屠呦呦心怀祖国无
私奉献的精神感动了无数人。通过
戏剧、电影、文学等群众喜闻乐见

的文艺形式，核心价值观凭借艺术
魅力穿透心灵，凝聚正能量，引领
时代风尚。

在评选宁波第六届道德模范
后，市文明办携手市曲协定向创作
体 现 道 德 模 范 精 神 的 曲 艺 作 品 。

“身上多了几道疤，那是春天夜幕
之下尖刀所扎，任鲜血一直流下，
没有感到害怕⋯⋯”“挡刀女孩”
崔译文的故事配上了动人的旋律，
让道德的力量滋润更多人的心田。

3 名全国道德模范、7 名全国
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17 名省
道德模范、90 名中国好人⋯⋯宁
波健全完善机制，培树了一大批可
亲可敬可学的时代先锋、道德楷
模、平民英雄，激励人民群众崇德
向善、见贤思齐，鼓励全社会积善
成德、明德惟馨。今年，我市聚焦
独特的地域文化和市民独特的精神
气质，从宁波历史及现实中凝练出

“ 知 行 合 一 、 知 难 而 进 、 知 书 达
礼、知恩图报”的宁波精神，转化
为推动文明创建、擦亮爱心城市品
牌、激发城市活力的强大精神力
量。从连续 21 年开展“慈善一日
捐”活动，到 21 年累计捐赠逾千
万元不留名的“顺其自然”，凡人
善举从一个个“盆景”发展成为一
片枝繁叶茂的“风景”。

《养正毓德》等百余种特色校本
读本，慈孝教育读本《慈水涓涓》、礼
仪教育读本《崇礼至善》⋯⋯精品德
育读本在宁波中小学校交流推广，
让核心价值观扎根未成年人心灵。
疫情防控期间，我市创新开设了云
班会、云升旗等特色德育课程和活
动 800 多场次，开展“扣好人生第
一粒扣子”主题实践活动，拓展爱
国主义教育校外实践基地，开展新
时代好少年寻访活动，让未成年人
在核心价值观的浸润下健康成长。

入脑入心 见言见行

核心价值观
融入宁波市民生活
奋力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六连冠”

记 者 陈章升
慈溪市委报道组 张天叶
通讯员 徐丹妮

夏日清晨，伴着清脆的鸟鸣
声，山雾氤氲的五姓村渐渐苏醒。
青山绿水掩映下，白墙黛瓦的民
居古朴雅致，编织成一道美丽的
风景线。

支宁河畔，10 多名村民相聚
在“初心廊”，精神抖擞地打着太
极拳。“空气清新，风景优美，我们
经常来这里锻炼身体。”村民陈张
华高兴地说，“这几年，我们村变
化很大，河水变得更加清澈，道路
变得更加整洁。每逢节假日，有许
多游客来村里参观。”

五姓村位于慈溪市桥头镇，
自然风光秀美，文化底蕴深厚。可
谁能想到，7 年前的五姓村还是
一个废旧塑料加工作坊集聚的

“环境卫生落后村”。“我们村加工
废旧塑料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那
时，一些村民从附近废旧塑料交
易市场进货后，在作坊进行清洗、
加工，为塑料配件企业提供生产
原料。”村党委书记毛军林说，产
业发展鼎盛时期，登记在册的五
姓村废旧塑料加工厂有453家。

靠着加工废旧塑料，许多村
民的钱包鼓起来了，但由此带来
的环境问题让他们付出了沉重代

价。“清洗废旧塑料要用化学用品，
产生的废水排入河道，使河水变得
又黑又臭。一些村民还在空地上焚
烧分解后的废料，黑烟滚滚。”村民
何建东说，“加工废旧塑料虽然投入
少、利润高，但是严重污染环境，危
害身体健康。‘野蛮发展’只有死路
一条，五姓村环境整治刻不容缓。”

断臂重生，实现经济发展和生
态保护双赢。近年来，五姓村打出美
丽乡村示范村培育、老旧区块梳理
式改造、生活污水村域全治理“组合
拳”，实现美丽蝶变。“2013 年，我们
加大河道环境整治力度，关停所有
废旧塑料加工厂，打响了攻坚战。”村

干部毛佳文说，7年间，村里累计投入
2400多万元整治环境，14条“黑臭河”
都变成了“景观河”，全村 2000 余户
人家实现管网全覆盖、雨污全分流、
运行全维护、污染源全管控。

在这场蝶变中，从事废旧塑料
加工的五姓村村民也实现了角色的
转换。他们有的回归田园生活，发展
现代农业；有的投身商贸服务、制造
业，闯出一片新天地。“发展经济不
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一定要守住
生态红线。”毛佳文说，村民孙其祝
关掉加工厂后，上山专心打理杨梅
林，年收入超过 20万元；村民何立君
带领企业成功转型，成为小冰箱行
业“龙头”，年产值近3亿元。

摘掉了环境卫生落后村的帽
子，五姓村开始孕育新蝶变。“我们
村地处上林湖风景区和鸣鹤古镇之
间，不仅有毛大房、毛家大屋等古建
筑，还有 3000 亩杨梅、2700 多亩水
稻。” 【下转第4版②】

慈溪五姓村：

守住“绿水青山”赢得“金山银山”

五姓村美景。 （陈章升 摄）

由宁波科学探索中心与鄞州区科技协会联合开展的“科学风车进社
区”活动昨天在东胜街道泰和社区举行。机器人表演秀和各类科普实验
活动让孩子们增长了知识、增添了快乐。 （丁安 蓝卫明 摄）科学风车进社区

“两山”理念在宁波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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