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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金鹭） 记者昨天
获悉，科技部和中国科学技术信息
研究所分别公布 《国家创新型城市
创新能力监测报告 2020》 和 《国
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评价报告
2020》。

根据报告，国家创新型城市创
新能力指数排名中，宁波位列全国
第 15，较去年上升 4 个名次。

此次排名前 15 位的城市依次
为：深圳、广州、杭州、南京、武
汉、西安、苏州、长沙、成都、青
岛、厦门、无锡、合肥、济南和宁
波。

报告发现，38 个城市固定资
产投资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低于同
期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宁波与深
圳、广州、杭州、南京、武汉、苏
州、厦门、无锡等城市低于 60%，
意味着宁波已摆脱投资依赖，走上
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之路。

据介绍，今年是该系列报告的
第二次公开发布。报告构建了包括

创新治理力、原始创新力、技术创
新力、成果转化力和创新驱动力 5
个方面的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对国
家创新型城市的创新能力进行监测
和评价。

近年来，宁波抢抓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不断增强科
技创新支撑引领作用。

宁波积极推进甬江科创大走廊
建设，面向高端创新资源，引进建
设北大宁波海洋药物研究院、北航
宁波创新研究院、宁波工业互联网
研究院等高能级大院大所。全市有
69 家重点产业技术研究院，集聚
各类科研人才超 3 万名，已成为创
新人才的“蓄水池”。

来自市科技局的统计显示，今
年前三季度，宁波高新技术产业投
资 达 363.566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5.8%；完成技术交易额 228.485 亿
元，同比增长 77.0%。到年底，全
市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有 望 突 破 3000
家，实现“三年倍增”。

全国创新型城市排名
宁波位列第15

本报讯（记者金鹭 通讯员徐
欣中） 昨天，第十四届 iCAN 国际
创新创业大赛中国总决赛暨 2020
亚太创新学院 （APIA） 国际创新
加速营在宁波落幕。

经过激烈角逐，鸿蒙之心——
可集成式自然能量采集贴、槐宁康
——引领药物预防新时代、i-Hair
生发仪——活化经络智能生发的开
创者、Real-time Bos 实时密度场
监测系统和渔火科技——全自主式
水下机器人服务平台等高科技项目
脱颖而出。

据了解，大赛由教育部创新创
业教育指导委员会、教育部创新方
法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北京大学、

iCAN 国际联盟主办，中信改革发
展研究基金会、宁波市科学技术协
会、中国城市运营联盟、中国云城

（余 姚） 产 业 招 商 与 服 务 领 导 小
组、亚太创新学院联合主办。

此次大赛旨在通过创新创业
教育持续有效开展，推动长三角
地区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加快
人工智能产业与实体经济的深度
融合。

围绕“创新破浪 勇立潮头”
主题，大赛聚焦人工智能，赛道涉
及智慧家庭、智慧农业、智慧社
区、智慧医疗、智能交通、智能制
造、智能穿戴、智能教育、创意生
活、中国芯等 10 多种分类项目。

iCAN国际创新创业大赛
中国总决赛在宁波落幕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黄玉寅 陈翰） 昨天，宁波开放大
学揭牌仪式举行。揭牌成立后的宁
波开放大学将打造“学习+”模式
助力终身学习。

宁波开放大学，是全国 45 所
省级开放大学之一，以系统办学为
特色，上承国家开放大学，下设学
院、学习中心，拥有覆盖宁波全市
的开放大学一体化办学体系。

今年 9 月 2 日，教育部发布了
关于印发 《国家开放大学综合改革
方案》 的通知，推进现有广播电视
大学转型为地方开放大学，支持更
名后的 39 所地方开放大学发展为
国家开放大学的区域中心 （分校或

分部），统一纳入国家开放大学办
学体系。

12 月 18 日，浙江省人民政府
发布 《更名为宁波开放大学的批
复》（以下简称“ 《批复》 ”） 同
意宁波广播电视大学更名为宁波开
放大学。学校更名后，隶属关系、
管理体制以及原有的学历、非学历
教育办学权等保持不变。

据了解，宁波开放大学的前身
为创办于 1979 年的宁波广播电视
大学，该校办学 40 多年来，先后
开设 10 大门类 40 余个专业，培养
了 20 万余名本专科毕业生，非学
历教育培训近 5 年累计培训人次
100 多万。

宁波开放大学昨天揭牌成立
将打造“学习+”模式助力终身学习

记者 黄合 通讯员 翟俊峰

学校放假了，比如县第一小学
五年级的索朗次仁却不那么开心。
一想到一周一次的兴趣课暂停、不
能和好朋友一起切磋汉字棋，他就
有些闷闷不乐。

汉字棋，也叫作“国家通用语
言棋”，以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汉
字为主体，一套 6 副，共有 480 枚
棋 字 2880 个 汉 字 ； 可 两 人 对 峙 ，
分识字、组词、游戏等多种玩法，
学习汉字，寓教于乐。

它的发明者，是鄞州区的“五
老”志愿者任志甫。2014 年，考
虑到下一代学习汉语言文化的重要
性，任志甫研发了这款新型棋类，
目前已经在国内 20 多个省市自治
区以及国外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推
广。

“我们在去年年初收到了这份
来自宁波的特别的礼物。一开始，
孩子们感觉有点困难，毕竟语文基
础和沿海的孩子相比差远了。但渐
渐地，越来越多的学生喜欢上了这
款智力棋。”比如县第一小学校办
主任、汉字棋的指导老师卓玛曲措
说。

13 岁的索朗次仁，就不止一
次 跑 来 “ 央 求 ” 卓 玛 曲 措 ：“ 老
师，每周只有一节兴趣课吗？什么
时候可以开班呢？我都和小伙伴们
约好了，想要马上比个赛！”索朗
次仁成了汉字棋的“推广大使”，
带着更多小伙伴一起学习博大精深
的汉语言文化。

“传承中华文化，学好国家通
用语言是基础。相对来说，对于国
家通用语言基础薄弱的少数民族孩
子来说，学拼音、看图识字是最常
用的。希望小小汉字棋作为纽带，
能够帮助当地孩子更好地学习汉语
和传播汉语，感受多民族文化的魅
力。”任志甫说。

2019 年 8 月 ， 由 宁 波 市 关 工
委、市文明办等单位主办，市华文
汉字应用研究院等单位承办的“中
国汉字棋公益万里行”活动启动，
西藏那曲市、新疆阿克苏地区、四
川阿坝州地区、贵州黔西南州、吉
林延边州、湖南怀化市成为汉字棋
首批民族地区传播基地，计划从
2019 年至 2021 年，将汉字棋推广
到全国 300 多所老少边穷地区的中
小学校。

目前，尝到了“甜头”的比如
县教育系统，打算进一步扩大汉字
棋的推广覆盖范围，从县城的学校
向各个乡镇学校拓展，从底子好的
同学向学习一般的同学进行拓展，
让更多孩子可以在寓教于乐的过程
中，更好地提高汉语的使用交流能
力。

对此，中国关工委常务副主任
祖书勤表示，语言文字的交流是

“三个离不开”“五个认同”很重要
的一个方面，是各民族大团结的重
要基础和纽带。希望汉字棋能够在
更大范围推广普及，“一花引来万
花开”，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一
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作出贡
献。

宁波“五老”志愿者的情怀——

小小棋子，牵起文化交融纽带

藏族小朋友下棋场景。 （黄合 翟俊峰 摄）

本报讯（记者周琼 通讯员崔
宁 吴珺） 路演、互动、答辩⋯⋯
这并不是什么项目产品推介会，而
是一场职称评审会。昨天，在月湖
金汇小镇，海曙区专业技术人才技
术成果路演暨工业工程专业工程师
评审活动举行。记者注意到，在这
场面对面的“大考”中，工作业绩
成为 36 名专技人员成功晋级的关
键要素。

有别于过往“一纸笔试下定
论”的“不见面”职称评审方式，
昨天的这场评审会，参加职称评审
的 36 名专业技术人员晋级赋分的
形式是上台路演，向在场的企业技
术负责人和专家展示自己的专业技
术能力水平、创新业绩成果、对企
业贡献价值等，并获得综合赋分。
记者注意到，在这次评审中，综合
赋分的比例较以往有了较大改变，

过往职称评审中占比颇高的“学
历”“论文”两项，仅占赋分总分
值的 20%，而“工作业绩 （技术成
果） ”一项占比则上升至 60%，稳
居评审标准“C 位”。

同样改变的还有评审的方式。
“这样的考评方式除了需要对个人
经历和工作业绩进行重新审视，路
演、答辩环节也非常考验我的个人
表 达 、 临 场 应 变 和 逻 辑 思 维 能

力。”参加材料工程中级职称评审
的莫松亭是“1 号选手”，他这样
评价第一次碰到的路演评职称。从

“一言不发埋头苦干”走向台前，
让专家看到自己的实力，另一名参
与评审的专技人员张志昕则表示，
虽然部分评委提问较为犀利，但也
为其自身表达能力的提升提供了机
会。

“创新发展需要创新人才，职
称评审方式同样也需要创新。”海
曙区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这样告诉记
者。据了解，今年以来，当地着力
打破传统以论文和文凭为主的考察
式评价方式，创新开展了对应急物
资生产企业技术人员和快递行业助
理工程师的职称评选工作，激励培
养具备技术、实绩、表达等综合实
力的专业技术人才。

海曙创新工业工程领域职称评审方式

专技人员上台路演
工作业绩占比升至60%

记者 张昊 通讯员 宋平

如 何 遇 见 更 好 的 自 己 ？ 在
2020 年宁波市未成年人“阳光心
灵、快乐成长”百场未成年人心理
健康宣讲活动的最后一站海曙区高
桥中学，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
中心张文武为现场 500 多名学生带
来一场生动的讲座，希望孩子们拥
有自信、努力追求自己的梦想。

宁波市未成年人“阳光心灵、

快乐成长”百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宣讲活动始于 2016 年，由市文明
办、市卫健委、团市委、市关工
委、市妇联共同主办。过去 5 年，
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的心理特点和
心理需求，围绕未成年人学习问
题、挫折教育、亲子关系、自我意
识与人际沟通、青春期性教育、网
络环境下健康生活指导等方面，广
泛开展针对性强、吸引力大、参与
面广、互动性高的主题讲座。2020

年的系列活动先后走进东钱湖旅游
学校、镇海区中兴中学、鄞州区曙
光小学等地，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
133 场活动，受益学生 3 万余名。

突如其来的一场疫情，让未成
年人从传统的学校上学改为网上学
习、不能随意出门与同伴一起玩
耍、不得不长时间待在家里，导致
未成年人出现较大的心理问题。针
对这个情况，今年的活动通过开设
云端课堂，就网络成瘾、亲子关
系、学业压力下心理如何调适等热
点问题拍成视频，助力未成年人打
赢心理抗疫战。

初中阶段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

身体的发育、性意识的苏醒，让孩
子们产生许多困惑。为了让孩子们
尽量能够敞开心扉，聊聊那些自己
感到困惑、但又因为羞涩而不好意
思开口的问题，讲师们和他们一起
讨论，孩子们也慢慢打开心扉，就
青春期的那些事儿畅所欲言。讲师
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一份
能够温暖一颗小小心灵的关爱。

针对中高考应届考生及家长考
前常见的心理问题，拍摄录制 10
节考前心理减压网课，并将网课上
传至腾讯视频和百度网盘，组织学
校进行集中观看，发动考生进行网
上学习，以帮助考生调节心理压
力、稳定情绪，学习考前放松的方
法，更好地应对考试。

宁波百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宣
讲活动通过学校和家庭的结合，推
进宁波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服务，培育
阳光心态，呵护健康成长，为全市未
成年人编织了一张呵护心灵的网。

133场心理健康宣讲
为3万学生送去心灵的“阳光雨露”
奋力打造全国文明城市典范城市

宁波开放大学前身是宁波广播电视大学。 （周可奇 摄）

本报讯 （杨峻达） 余姚梁弄
镇、陆埠镇、临山镇老年人服务中
心近日与镇卫生院签订合作协议，
在老年人服务中心设立“医养小
屋”，推进老年医疗护理服务和养
老服务有机融合。据悉，这是余姚
市首批投入运营的“医养小屋”，
也是该市推进医养充分结合、保障
养老事业健康发展的一个举措。

据介绍，“医养小屋”项目集
医、康、养、护于一体，通过专业
团队送入机构、送到床边的医疗健
康一站式服务，保障老年人健康权
益，提高老年人生命生活质量，有
效实现颐养天年。目前，该市 3 家

“医养小屋”为养老机构提供的服
务包括：由全科医生、中医医生、
精防医生和护士组成的健康服务专
家团每周一次定期巡诊；按季度统

计慢性病规范管理率、控制率等数
据；每年一次健康体检，根据体检
结果进行跟踪管理和持续指导，并
纳入基本信息档案。此外，“医养
小屋”还在各养老机构选配一名联
络员，对诊疗服务内容、慢性病防
治和传染病防控等基本信息建立健
康档案和台账。

“通过建立‘医养小屋’，不断
探索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设备、平
台、服务‘三位一体’融合的基层
健康养老模式，推进医疗卫生和养
老服务优势互补，打通健康养老最
后一公里。”余姚市民政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截至目前，梁弄镇、陆
埠镇、临山镇“医养小屋”设置医
养结合病床 50 张，累计收治老年
患者 1000 余人，完善 65 岁以上老
人电子健康档案 2.3 万余份。

打通健康养老最后一公里

余姚首批“医养小屋”投用

昨晚，宁波中学新疆班办学
20 周年纪念活动在宁波中学报告
厅隆重举行。作为全国首批承办内
地新疆高中班的学校之一，宁波中
学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投身教
育援疆，认真地擦亮“一流内高”
这块牌子，谱写好动人的民族教育
之歌。20 年里，17 届共 2275 名毕
业生从宁中起航，奔向清华、北大
等“双一流”高校。图为“光芒
——我们的二十年”文艺汇演。

（蒋炜宁 左戈 摄）

甬相连
情无疆
宁波中学新疆班
办学20周年纪念
活动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