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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市区空气质量预测：良

本报讯（记者董娜 通讯员杨
杰 戴斌昱）记者从市财政局获悉，
今年我市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业务
快速增长。1 月至 9 月，宁波市农业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累计为 702 个项
目提供政策性农业担保 5.36 亿元，
同比增长 231%，实现在保余额 5.73
亿元，涉及农业经营主体 736 户。

近年来，市财政局积极探索运
用保险、担保、贴息等金融工具助推
农业经济发展。目前，宁波市农业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银担合作机构已增

至 30 家，在助力复工复产专项行动
中，先后推出“微担通”“即时贷”“农
心贷”等专项融资服务，业务总额近
5 亿元。特定产业批量业务产品增长
迅速，“渔业贷”产品完成升级扩容，
实现适用范围和业务区域的双拓
展。“农资贷”产品完成金惠利农资
合作引入，产品合作机构范围得到
进一步扩大。两大批量产品业务担
保放款超2亿元，同比增长785%。

为全力支持我市农业稳产保供
和复产复耕，宁波市农业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全面下调农业担保收费标
准，并对符合政策要求的农业经营主
体，执行减免担保费政策，积极推动合
作银行降低贷款利率。截至目前，公司
累计减免担保费 762.62 万元，银行贷
款平均利率降至 4.67%，农业经营主
体融资综合成本下降幅度超过 24%。

同时，及时开辟农业融资担保绿
色通道，精简办理手续，确保复产复耕
资金及时到位。公司业务处理速度明
显提升，部分项目实现当天放款，单月
业务放款量首破 1 亿元，创历史新高。

我市政策性农担业务快速增长
单月业务放款量首破1亿元

本报讯（记者王岚 通讯员
宣文）市市场监管局近日发布的
前三季度市场主体数据显示：1月
至 9月，全市累计新设各类市场主
体140190户，同比增长2.6%。分季
度来看，一季度同比大幅下降，二
季度触底回升，同比增长 9.2%，三
季度同比增长 22%，走出了“V”型
反转。截至 9 月底，全市拥有各类
市场主体 107.4 万户，同比增长
8.5%。其中民营市场主体103.56万
户，占全部市场主体量的96.4%。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投资热

门行业前五位分别是：批发和零
售业、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建筑
业。5 个行业合计，占全市新设企
业的比重为 87.3%，体现了宁波
在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
内双循环”发展新格局形势下转
型升级的良好态势。

今年以来，企业开办、变更、
注销全流程逐月快速迭代升级。
年初，宁波通过“不见面”办事模
式，为特殊时期市场主体正常办
理业务打开了通道。

我市线下开设“企业开办一日
办结”和“甬舟、长三角商事登记”服
务专窗，实现了全市范围内新企业
开办业务“一窗受理、一次出件、同
城通办”。线上通过优化平台入口，
实现“一次登录，一网通办”，实施企
业开办“1+0”，全省率先、全国第二
同步免费发放电子营业执照、电子
印章；优化平台，企业开办可同步办
理公积金企业缴存登记，支持发票
申领等业务分段分时办理，实现经
营范围条目式自主选择，企业迁移

“一次办理”。前三季度全市通过企

业开办全程网上办平台，办理企业
开办 54243 件，占同期企业开办数
的 98.6%。

为解决企业“办证难”问题，宁波
自今年起在全市范围内试点“证照分
离”改革全覆盖，将 518 项涉企经营
许可事项全部纳入清单管理，告知承
诺事项从39项增加到100项，市场主
体创业创新活力进一步激发。

疫情期间，市市场监管局从放宽
融资条件、提供资金扶持、优化准入、
审慎监管等方面为小微企业、个体工
商户纾困，有效支持他们渡过难关。

今年前9个月全市累计新设各类市场主体14万余户

新设市场主体同比增长2.6%

本报讯（记者周琼 通讯员
任社）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
究 所 与 智 联 招 聘 联 合 发 布 的

《2020 年第三季度中国就业市场
景气报告》显示，在第三季度的
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排名中，
宁波的 CIER（中国就业市场景
气指数）排名全国第九。记者了
解到，在全方位稳就业保就业政
策和举措的共同作用下，今年前
9 个月，全市城镇新增就业 15.99
万人。

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经济

下行等因素给稳就业工作带来
的巨大压力，我市打出减负、稳
岗、扩就业的政策组合拳，主要
就业指标和目标任务完成形势
较好。据介绍，截至 9 月底，我市
就业登记总数达到 454.15 万人；
城 镇 登 记 失 业 8.18 万 人 ，城 镇
登记失业率 1.95%，继续保持低
位。第三季度，我市人力资源市
场岗位需求总数达到 21.02 万个
次，求人倍率已回升至 2.1，就业
形势呈现总体稳定、逐步回暖的
态势。

在 减 负 稳 岗 方 面 ，我 市 正

充 分 释 放 援 企 稳 岗 政 策 红 利 。数
据 显 示 ，前 三 季 度 ，我 市 为 27.19
万 家 企 业 减 免 社 保 费 154.64 亿
元 ，4160 家 企 业 申 请 缓 缴 社 保 费
9.35 亿元。

为保障企业正常生产，稳定就
业岗位，我市通过跨省跨市协作，在
全省率先开展“十省百城千县”专项
行动。疫情期间，103 个人社小分队
与川、豫、皖等 12 省的 55 个市 67 个
县建立就业协作机制，政企联动包
车包机、安排专列接回外来务工人
员 14.13 万名，为企业复工复产做好
用工保障。

针对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我
市强化政策保障，优化高校毕业生
从事基层公共服务岗位补贴、求职
创业补贴等政策内容和经办方式，

新开发 1500 个基层岗位，国有企业
50%新增岗位和事业单位 50%空缺
岗位用于招录高校毕业生，阶段性
实施中小学、幼儿园、中等职业学校
教师招聘“先上岗、再考证”措施。截
至 9 月底，全市发放各类促进高校
毕业生就业创业资金 2.1 亿元，惠及
高校毕业生 4.2 万人。

另一方面，我市正通过不同途
径，积极拓展新的就业增长点，推出
网约车贷款贴息、工伤保险先行、稳
就业白名单制度等独具宁波特色的
创新政策，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
在支持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社保、
职业伤害保障、技能培训等方面进
行了创新性探索，为市民参与灵活
就业、拓展新的就业增长点，开拓了
良好政策空间。

第三季度宁波就业景气指数列全国第九

前三季度城镇新增就业15.99万人
贯彻全会精神 当好“重要窗口”模范生

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宁海县
委报道组徐铭怿 通讯员何莎莎）
昨天早晨 6 时多，贵州晴隆县碧痕
镇碧痕村村民付学红戴上帆布手
套，背上背篓出门干活了。当天他要
收割 50 多公斤薏仁米，薏仁米由薏
芝坊定点收购。付学红种植薏仁米，
一年有 4 万元左右的收入。

付学红的妻子秦连粉在贵州薏
芝坊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上班，
负责打包加工好的薏仁米，每月固
定收入 4200 元。“我们村几乎家家
户户种薏仁米。”秦连粉笑着说，薏
仁米不仅是碧痕村的支柱产业，也
是整个碧痕镇的特色优势产业。

“薏仁米孵化出年产值上亿元
的 大 产 业 ，带 动 了 万 余 贫 困 户 脱
贫。”碧痕镇党委书记吴春山说。

贵州薏苡甲天下，晴隆薏苡甲贵
州。晴隆以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土壤条
件，盛产品质优良的薏仁米。“碧痕镇
原有 5家加工薏仁米的合作社，由于
产业规模小、经营分散、生产工艺落
后，收益很少。”从宁海到晴隆挂职的
陈康表示，宁海结对晴隆以后，启动了

“扶贫车间”工程，碧痕镇薏仁米成为
两地开展产业扶贫的农业产品之一。

宁海立足产业扶贫重点，依托
农业产业化扶贫模式，组建“龙头企
业+合作社+贫困户”三方产业联合
体，建立科学的品牌化质量管理体
系。当地龙头企业薏芝坊被选为项
目合作方。去年 5 月，贵州薏仁米大
数据产业园建设项目正式启动，总
投资 1400 万元，其中 1000 万元为宁
波帮扶资金，主要用于薏芝坊新厂
筹建和设备升级。

今年4月，薏芝坊新厂落成投产，
厂房设备焕然一新，年产量从8000吨
提高到1.4万吨。从传统薏仁米，到薏
仁茶、薏仁麦片，再到薏仁护肤品，公
司不断丰富产品品类，开拓线上线下
销售渠道，年产值达到1.6亿元。

“新厂投产后，我们吸纳附近
15 户村民从事生产加工，示范带动
晴隆薏仁米基地种植户 1.25 万户，
种植户年均增收 1.28 万元。同时，采
用‘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
的模式，与县内 30家合作社签订 5.2
万亩薏仁米保底收购协议，通过‘农
业保险+龙头企业保底收购’的双保
险模式，保障种植户的收益。”薏芝
坊行政经理王涵告诉笔者，按照协
议，公司每年还向 500 户贫困户分
红，户均年增收 1200元。目前薏芝坊
已拥有年加工 4500吨薏仁米的生产
线两条、年产 100 万盒薏仁玫瑰茶
的生产线两条，并设立了贵州薏仁
米研究院对产品进行深度研发。

宁海帮扶晴隆“种”产业
薏仁米孵化出年产值上亿元大产业，带动
万余贫困户脱贫

宁波帮·帮宁波
一群人与一座城的故事

昨天下午，2020“一带一路”国
际跑酷大师赛在天一广场开幕。本
次比赛由中国极限运动协会主办，
设个人技巧赛、个人竞速赛、障碍追
逐赛和单项挑战赛 4 个项目。比赛
采用网上预选方式，组委会从报名
者中筛选出 50 名选手参加比赛，其
中包括来自摩洛哥、津巴布韦、厄立
特里亚、贝宁的外国选手，国内 18
个省份 26 个跑酷团队的选手，以及
13 名个人选手。

图为比赛现场。
（林海/文 严龙/摄）

“大师”跑酷

记者 金 鹭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宁波一定
要在优势领域做深做透，抓紧时间
抢占创新高地。”这几个月，中国科
学院院士王建宇频繁来往于宁波与
上海之间。甬江实验室建设第一次
专家论证、宁波制造业“十四五”规
划⋯⋯他出席多场会议，积极为家
乡宁波的发展出谋划策。

从我国发射的世界首颗量子科
学试验卫星“墨子号”，到首颗空间
引力波探测技术实验卫星“太极一
号”，广袤的太空，承载着王建宇院
士的心血和梦想。

作为中国知名的空间光电载荷
专家，2003 年起，王建宇院士带领
年轻的科研团队，研发了中国第一
台空间激光遥感仪器——激光高度
计，搭载在“嫦娥一号”上，实现了中
国人首次“为月球量身高”的梦想。

2016年，“墨子号”一飞冲天，世
界瞩目。“墨子号”上搭载了 4个有效
载荷，其中 2个是由王建宇院士领导
的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牵头
研发。3年后，“太极一号”成功发射，
首次实现了微牛级射频离子和双模
霍尔电推进技术的在轨验证。

走过 30 多年的“科研路”，王建
宇院士是见证中国在世界“科技征
途”上追赶、并行、超越的科学家之
一。科研工作日夜兼程，但不管身在
何方，他对家乡宁波的感情始终不
变。“总希望能为宁波做点事。”电话
那头，王建宇院士这样告诉记者。

王建宇院士从小在海曙仓桥头
生活，1975 年中学毕业后，在宁波

新华书店工作了两年多。高考恢复
后，他赴杭州大学就读，毕业后又回
到宁波，在宁波师范学院物理系工
作。

如今，作为中科院上海分院院
长，王建宇院士是中科院方面与浙
江对接的负责人，每年多次回到宁
波。这几年，宁波大力实施“栽树工
程”，加快建设“246”万千亿级产业
集群，将科研投入、平台建设等工作
放在重要位置，令王建宇院士印象
深刻。“很明显地感觉到，宁波对科
研的重视程度提高了。”他说。

然而，科研并不是一件一蹴而
就的事情，从投入到产出需要时间，
过程也不会一帆风顺。这位不知疲
倦的耕耘者，几十年来一直在科研
领域倡导自主创新，有成功，也经历
过失败。总结经验教训，他认为，成
功的关键在于坚定信念，通过自主
创新掌握关键核心技术。

“项目在精不在多，科研投入不
能 撒 芝 麻 ，必 须 要 集 中 力 量 办 大
事。”结合宁波发展实际，王建宇院
士认为，宁波的传统产业实力较强，
在全国有一定优势，但在科研领域，
基础仍有待加强。

如今，宁波在转变增长方式、高
质量发展、新旧动能转换方面面临
前所未有的挑战。对此，一方面要发
挥“知难而进”的优良传统，另一方
面要找准“突破口”，实现弯道超车。

在王建宇院士看来，宁波在以
新材料为代表的重点领域已具备了
实力强劲的科研团队，无论是原创成
果的产出还是科技成果的转化，都在
全国领先。这是宁波的科研长板，也
是宁波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吸引
人才等创新资源的优势所在。

“一心一意坚持，总会带来回
报。如果能帮上忙，我很愿意为家乡
出一份力。”王建宇院士说。

科技征途上的“追赶者”
——记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建宇

黄明朗

据媒体报道，9月25日，由袁隆
平海水稻科研团队研发的耐盐碱水
稻（海水稻）,在地处塔克拉玛干沙
漠西缘的重度盐碱土地——新疆岳
普湖县巴依阿瓦提乡种植成功。其

实，海水稻几年前已在我市象山县
道人山滩涂上种植成功，2017 年种
植 400 亩，平均亩产量达 400 公斤。
与普通水稻相比，海水稻适应性更
强，不仅抗盐碱，还抗病虫害、抗风、
抗涝，不需要施肥打药。

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在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全球性的灾难面
前，多国为了确保自身粮食安全及市
场供应，纷纷出台限制出口粮食措施，
我国粮食进口受到阻碍。为此，我们除
了大力节约粮食，还要“开源”，扩大粮
食种植面积。

宁波缺水，1997 年被列为全国

400多个缺水城市之一；宁波缺地，人
均占有耕地约0.5亩，仅为全国平均数
的36%。这是粮食“开源”的不利因素。
不过，宁波缺的是淡水，海水则取之不
尽；宁波拥有面积不小的滩涂，向滩涂
要地，是农业发展的新出路。

据了解，仅象山县就有近3万亩
未种植利用的滩涂围垦地。放眼全市、
全省、全国，将海水稻种植推广到可以
利用的盐碱地、海滩，不仅可以化害为
利，还能闯出一条增产增收新路。

大力推广海水稻种植
中国·宁波 2020.10.26－2020.10.27

距开幕还有 天2

第六届浙江书展
11月6日至8日
宁波国际会展中心 距开幕还有 天1212

历史性的跨越 决定性的成就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中国“十三五”
时期发展纪实 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