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奋进的“十三五”数读篇数读篇

今日12版 总第16493期 新闻热线：87000000 www.cnnb.com.cn 天气：今天上午多云到阴局部有小雨；北到东北风3级；16℃-23℃
明天多云；北到东北风3级

星期四 农历庚子年九月十三

2020年10月 日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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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市区空气质量预测：优至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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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本报讯（记者张凯凯 张昊）碧
水古树、老宅深巷、青砖石板⋯⋯常
态化的全域深度保洁，让月湖这座

“城市客厅”宛如出水芙蓉。可以“席
地而坐”的景区，让江南古城的诗意
与文明城市的风尚切肤可感。步入景
区不远的月湖菜市场，映入眼帘的是
干净整洁的过道，重新划分功能区后
的摊位风格鲜亮统一，让每个来到这

里买菜的市民处处感到舒心。
近来，我市各地各部门高标准

常态化推进文明城市建设，巩固提
升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把文明城市
创建融入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
面面，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

“景区的每条小径小路，精细保
洁工作都要做到极致；8 万平方米

水域，漂浮物‘零停留’是我们所有
保洁员的共识。”湖畔漫步，月湖景
区管理所负责人用手套随处一抹，
指尖处依旧干净。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我市加大投入先进设备、优化
作业模式、再造作业流程，持续巩固

“席地而坐”成果，确保 241 个主次
干道、主要商业大街、公共广场、公
园的环境卫生和市容秩序实现长效
保洁无缝隙、全覆盖、常态化，

【下转第6版】

常态化推进文明城市建设——

宁波：让文明融入城市肌理

伟大旗帜引领历史巨变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

“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述评
第6版

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通讯员
李冰） 全国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培
训班昨天在慈溪开班，总结“十三
五”建设成效，部署推动各地加快
构建现代农业产业园体系，以产业
园为核心载体，提高农业质量效益
和竞争力，促进乡村产业兴旺，引
领支撑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部
副部长刘焕鑫出席并讲话，浙江省
副省长彭佳学致辞。

会上，2019 年通过认定的 29
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授牌，慈溪
市作典型发言，其以新理念、新举
措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的做法
引起参会嘉宾的关注。昨天下午，与
会人士实地考察了慈溪坎墩大学生

农创园、正大研发中心、水稻规模化
种植基地、海通食品集团等地。

记者获悉，目前宁波全市已创
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1 个，省级
现代农业园区 9 个，市级现代农业
园区 221 个，县级农业产业园 200
个，有效提升了我市农业基础设施
及装备、产业化经营水平，提高了
综合生产能力。同时催生和培育了
一大批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
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集聚各类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 3800 余家，园区内经营
主体年收购农产品 400 亿元，吸纳
农民就业 28 万人。

卞吉安、杨勇出席。

全国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
培训班在慈溪开班
刘焕鑫出席 彭佳学致辞

本报讯 （记者吴向正） 27 日
至 28 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姒
健敏率督查组来甬，就我市贯彻落
实省委人大工作会议和有关文件精
神情况进行督查。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余红艺，施惠芳、胡军、戎雪海
及彭朱刚、朱金茂等参加督查或相
关活动。

在 28 日 上 午 召 开 的 座 谈 会
上，市委、市人大常委会有关领
导，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市委
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司法局及
北仑区、鄞州区人大常委会有关负
责人，汇报了贯彻落实省委人大工
作会议和有关文件精神情况。近年
来，我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中
央、省委关于加强人大工作和建设
的决策部署。去年 8 月省委召开人
大工作会议、出台相关文件后，市
委常委会第一时间进行了传达学
习，专题听取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工
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落实举措。
一年多来，市委坚持将人大工作和

建设放在全市工作大局中来谋划和
推进，把牢政治方向，健全体制机
制，强化行权保障，加强组织建
设，确保省委人大工作会议和相关
文件精神在宁波得到全面贯彻执
行，全力保障推进我市人大工作开
创新局面、再上新台阶。

督查组对我市贯彻落实省委人
大工作会议和有关文件精神给予充
分肯定。督查组认为，宁波各级党
委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相关文件精
神，进一步加强了党对人大工作的
全面领导，各级人大各方面履职工
作都上了一个新台阶，人大机关自
身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确保了省
委、省人大决策意图的很好实现。
督查组强调，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
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根本政治
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各级人大
要在建设“重要窗口”的“人大窗
口”中，展示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优越性。

在甬期间，督查组还实地考察
了高新区梅墟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
等地。

省人大常委会督查组来甬
督查贯彻落实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等情况
姒健敏率队 余红艺参加

本报讯（记者易鹤） 昨日，市
长裘东耀主持召开市政府第 109 次
常务会议，听取我市法治政府建设
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推进法治
政府建设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
国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宁波重
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
按照市委的工作要求，一以贯之高
标准高质量抓好法治政府建设，率
先在全省基本建成法治政府，夯实

宁波当好浙江建设“重要窗口”模
范生的法治基础。

会议指出，加强法治政府建设
是推进依法治市、打造法治宁波的
重要内容，密切关系到营商环境优
化和市域治理现代化。近年来，我
市各级政府及部门紧紧围绕在全省
率先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深
入推进依宪施政、依法行政、简政
放权，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有效进
展，成为首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
范市。要拉高标杆、提升标准，持

续深化法治政府建设，努力继续走
在全省全国前列。

会议强调，要坚持唯实惟先、
善作善成，着力固根基、扬优势、
补短板、强弱项。要培育示范典
型，总结提炼推广先行性、首创性
的实践案例，打造一批具有浙江辨
识度、宁波特质的法治政府建设重
大标志性成果。要深化依法行政，
推进依法行政制度体系建设，完善
行政决策程序机制和行政执法体
制，提高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

治化水平和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水平，确保行政争议发案量和败诉
率持续“双下降”。要加强基层法
治，推动区县 （市） 政府扎实开展
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活动，探索
乡镇 （街道） 法治建设示范创建，
年底前实现乡镇 （街道） 合法性审
查全覆盖。要抓好规划编制，深入
开展调查研究，科学谋划下阶段法
治政府建设的目标、任务和抓手，
集思广益高水平编制今后五年的法
治政府建设规划。要重视组织领
导，各级政府及部门主要负责人要
认真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
职责，加强研究部署和工作推进，
确保法治政府建设各项任务落实落
细落到位。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裘东耀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

研究法治政府建设工作

本报讯 （记 者易鹤） 27 日 ，
由吉林省委常委、延边州委书记田
锦尘率领的延边州党政代表团来甬
考察。昨天下午，宁波市与延边州
举行联席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
裘东耀与田锦尘一行座谈交流扶贫
协作与对口合作工作。

宁波方宋越舜、钟关华、施惠
芳及朱金茂，延边方领导洪庆、康
芳、王雪峰、娄国闻、苏景华、金
烈、许斌、安明植、陈胜参加相关
活动。

田锦尘对宁波多年来的无私援
助和倾情帮助表示感谢。他说，宁
波市委、市政府始终把携手延边奔
小康作为共同的心愿、共同的事
业，高度重视、高位推动，帮助我
们出谋划策，解决了很多困难和问
题。特别是今年疫情防控最艰难的

时候，宁波紧急调拨防疫物资、提
早拨付援建资金，为我们提供了强
有力的支持。现在，延边的农特产
品已成为宁波人的“家常饭菜”，
到宁波旅游、用宁波制造也成为延
边人民的“生活喜好”，两地早已
结成全面小康路上的亲密战友。田
锦尘表示，延甬两地情谊历久弥
新。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和
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谋划重大思
路、重点任务和重要举措，全力为

“十四五”发展开好头、起好步奠
定坚实基础。希望两地在推动乡村
振兴、产业协同和发展海洋经济上
深化合作，同时加强干部交流、人
才互动、技术互学，不断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真正把延甬两地的扶贫
协作和对口合作发展成“先富帮后

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全国典
范。

裘东耀对延边州党政代表团来
甬考察表示欢迎，对延边州脱贫攻
坚取得重大决定性胜利表示祝贺。
他说，当前，脱贫攻坚到了最后阶
段，我们一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指
示精神，按照浙江省委、省政府和
吉林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敬
终如始补短板、强弱项，多措并举
提效率、保质量，为延边打赢脱贫
攻坚战、冲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
出应有贡献。一要坚决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协同
配合，聚焦项目援建、消费扶贫等
领域，共同做好查漏补缺、巩固提
升工作，确保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
检验。二要紧密衔接乡村振兴战

略。坚持把宁波所长与延边所需对
接起来，因地制宜帮助延边推进美
丽乡村建设、乡村产业振兴，让延
边的黑土地变成景色宜人的大花
园、流金淌银的“聚宝盆”。三要
不断拓展甬延合作领域。围绕构建
新发展格局，积极开展全方位、多
领域、深层次的交流合作，努力促
成更多高质量的产业合作项目，打
造更加紧密的发展共同体。

联席会上，宁波与延边签署了
13 个 对 口 合 作 项 目 ，涉 及 数 字 产
业、舞台机械、健康养老、农业装备、
旅游投资、中医药、影视等领域。

在甬期间，代表团一行考察了
宁波保税区跨境电商及进口商品市
场、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康达洲
际 （梅山） 健康产业园、滕头村、
雅戈尔集团。

延边州党政代表团来甬考察
田锦尘裘东耀座谈并见证签约 宋越舜陪同考察

本报讯（记者俞永均 通讯员
寇昕）昨天上午，市政府新闻办召开
新闻发布会，发布“最多跑一次”改
革“全优满意办”行动最新成果。记
者从会上获悉，今年宁波从“优事
项”“优流程”“优数据”“优服务”“优
监管”“优机制”“优督考”等七个方

面，高质量高标准落实“最多跑一
次”改革各项任务，推动政务服务从

“单一高效”转向“整体高效”，政府
治 理 从“ 碎 片 治 理 ”转 向“ 整 体 智
治”。

开展“优事项”行动，做到“看得
懂、少跑腿、便捷办”。各地分别编写

了《优化营商环境 10+N 行动办事
一本通》《“家门口”一本通》《“办事
去哪儿”一本通》等，对事项指南进
行场景化、形象化、动漫化改编。针
对企业和群众密切相关的高频事
项，推出一系列便利化办理服务，目
前 781 个事项可“告知承诺办”、197

个民生事项“一证通办”、255 个事
项“智能秒办”，另有 51 个事项长三
角“一网通办”和 101 个事项甬绍

“一网通办”。
开展“优流程”行动，做到“一件

事、到一窗、跑一次”。围绕公民个人
全生命周期， 【下转第7版②】

255个高频事项实现“智能秒办”
宁波开展“全优满意办”七大行动成果卓著

本报讯（记者王岚） 近日，宁
波永新光学主导制订了 ISO9345 显
微镜国际标准和荧光生物显微镜

“浙江制造”标准，获 2020 年度浙江
省标准创新贡献奖。至此，“十三五”
期间，我市又有 4 家企业获得“中
国标准创新贡献奖”，3 家企业获

得“浙江省标准创新贡献奖”。
有高标准才有高质量。“十三

五”期间，我市把标准作为推进经
济社会发展的利器。来自市市场监
管局的消息，5 年来，宁波企业新
增 主 持 或 参 与 制 修 订 国 际 标 准 6
项，主持制修订国家标准 143 项，
主持制订“品字标”浙江制造团体
标准 217 项。

5 年来，我市在新业态新模式
新领域不断开创全球领先标准，在
传统产业领域努力推动企业标准、
浙江标准上升为中国标准、国际标
准。其间，宁波新发布 98 项地方
标准，充分发挥了标准在市域治理
中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如甬舟区域
地方标准《港口作业气象预警等级
及图标》发布，成为国内首个针对港
口作业的专业气象预警标准。《行政
机关合同审查指南》系全国首个法
治领域地方标准，有效规范了行政
行为，提高了行政和司法效率，获
得第五届“中国法治政府奖”。

标准化应用领域、范围持续扩
大。 【下转第7版①】

（相关报道见第5版）

高标准引领高质量发展

149项标准
提升甬企两个市场话语权

本报讯 （记者吴向正） 26 日
至 28 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举
行第三十三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余红艺出席会议并讲话。胡
军、王建康、戎雪海、王建社、李
谦及彭朱刚出席。卞吉安、许亚
南、沈敏和陈志君及市监委、市检
察院、宁波海事法院负责人列席。

会议审议了 《宁波市国土空间
规 划 条 例 （草 案 三 次 审 议 稿） 》

《宁 波 市 法 治 乡 村 建 设 促 进 条 例
（草案）》《宁波市生产经营单位安
全 生 产 主 体 责 任 规 定 （草 案） 》

《宁 波 市 住 宅 小 区 物 业 管 理 条 例
（修订草案）》。

会议表决通过了 《宁波市公安

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规定》；作
出了关于创新自动履行机制推进切
实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决定；审查批
准了 2020 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

会议审议了市政府关于提请审
议 《宁波市慈城历史文化名镇保护
规划局部调整》 的议案。听取和审
议了市政府关于社会矛盾纠纷调处
化解“最多跑一地”改革工作情况
的报告、关于加快推进先进制造业
发展和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两项决定”落实情况的报告、关
于 2019 年度宁波市国有自然资源

（资产） 管理情况专项报告，审议
了 2019 年度宁波市国有资产管理
情况综合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关于

《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
实施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
问。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制定
《宁波市疫苗管理和预防接种促进
条例》 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一
府两院”关于市十五届人大五次会
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
的报告；审议了关于市十五届人大
五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督
办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市生
态环境局、市住建局、市水利局、
市农业农村局、市金融办关于市十
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并开
展满意度测评。会议表决通过了有

关人事事项。
余红艺强调，2020 年注定是

一个特殊的年份，我们要倍加珍惜
当前来之不易的经济社会向好态
势，倍加努力对准全年经济社会发
展目标拼搏冲刺。全市人大系统要
第一时间传达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精神，始终坚持以中
央精神为引领，把社会期盼、群
众智慧、专家意见、基层经验吸
收到我市“十四五”规划编制中
来，为宁波经济社会更高质量发
展赋能。要积极发挥人大政治优
势、制度优势、职能优势、组织
优 势 、 智 治 优 势 ， 敢 于 迎 难 而
上，展现担当作为，争创一流业
绩，确保常委会全年各项工作圆满
收官。要全面启动常委会 2021 年
工作思路调研，带着如何助推宁波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格局等重大课题，深入谋划人大履
职路径和具体举措，为当好“重要
窗口”模范生奋力交出人大履职高
分报表。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三十三次会议
审议《宁波市国土空间规划条例（草案三次审议稿）》《宁波
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等 余红艺讲话

编者按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决胜阶段，也是加快转型升
级的关键时期。在国际形势复杂多
变，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新冠肺炎
疫情冲击的不利情况下，我市始终
坚定朝着既定目标任务前进，坚持
创新发展，于危机中育先机、于变
局中开新局，积极构建新发展格
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今起本报推
出奋进的“十三五”系列报道，盘
点亮点，梳理经验，坚定发展信
心，努力展现“重要窗口”模范生
的担当作为。

奋力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六连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