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三五”时期是宁波发展历程中很不平凡的时期。面对错综复杂的
外部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
击，全市上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

“八八战略”，大力实施“六化协同”和“六争攻坚”行动，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手硬两战赢”，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即将如期
实现，开创了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新局面。

经济发展提质进位 科技创新成效明显

一是经济综合实力稳步提升。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2408.7 亿元，“十
三五”年均增长 6.4%，跃居全国城市第 12 位，人均生产总值达到高收入
经济体水平。工业总产值超过 2 万亿元，居全省首位。实现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 1510.8 亿元。二是现代产业体系全面构建。积极打造“246”万千
亿级产业集群，绿色石化、汽车零部件、磁性材料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
集群培育名单，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达 45 个、居全国城市首位。高新
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从 2015 年的 34.9%提高到 57.9%，
新型功能材料入选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名单。积极实施“3433”服务业
倍增发展行动，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余额均超过 2 万亿元，服务业增
加值比重从 2015 年的 45.9%提高到 51.4%。实施“4566”乡村产业振兴行
动，建成 1 个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和 8 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开发
区 （园区） 整合提升工作实质推进，获批 3 个省级“万亩千亿”产业平
台。三是创新“栽树工程”成效显著。获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规划
建设甬江科创大走廊和国际海洋生态科技城，文创港、软件园、浙江创
新中心等平台建设有序推进，中科院宁波材料所、鄞州区、北仑区和高
新区获评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3315 系列计划”累计遴选支持高端人才
项目超 1100 个，人才净流入率居全国城市前列。建立天使投资、科技信
贷风险池、专利保险等多元化融资体系，研发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比
从 2015 年的 2.41%提高到 2.85%，PCT 专利申请量五年累计约 2096 件。

开放合作纵深推进 国际影响不断增强

一是开放平台能级显著提升。获批建设中国 （浙江） 自由贸易试验

区宁波片区、“一带一路”建设综合试验区、17+1 经贸合作示范区、国
家级临空经济示范区、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和综合保税区等开放平
台，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升格为国家级展会。二是世界一流强港建
设迈出坚实步伐。港口多式联运集疏运体系扩面提效，“海上丝路贸易指
数”纳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峰会成果，成功创建港口型国家物流枢
纽，宁波舟山港货物和集装箱吞吐量分别从 2015 年的 8.9 亿吨、2063 万
标箱提高到 11.7 亿吨、2872 万标箱，居全球第 1 位和第 3 位。三是开放经
济水平不断提高。实施“225”外贸双万亿行动，出台稳外贸“新十
条”，自营进出口贸易总额从 2015 年的 1005 亿美元提高到 1413 亿美元，
同中东欧国家年贸易额达到近 300 亿元，出口占全国份额从 3.14%提高到
3.57%、居全国城市第 5 位。

“十三五”期间宁波舟山港集装箱和货物吞吐量情况

城乡建设焕发新貌 重大战略扎实推进

一是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扎实推进沪甬合作和杭甬一
体化，“四大”建设深入实施，启动建设沪浙合作发展区，建成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宁波医院等一批合作项目。二是新型城市化加
快推进。行政区划调整顺利实施，启动建设前湾新区、南湾新区、临空
经济示范区等重大片区，市区面积从 2462 平方公里扩大到 3730 平方公
里。常住人口大幅增长，户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分别从 2015 年的
48.9%、71.1%提高到 65.8%、75%。栎社机场三期、甬台温沿海高速建成
投运，通苏嘉甬铁路、甬舟铁路、金甬铁路等重大基建顺利实施，铁
路、轨道交通、高速公路里程分别提高到 379 公里、155 公里、567 公
里。三是城乡一体化发展成效显著。实施“13511”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
工程，积极推进“城郊十园”美丽乡村综合体建设，城乡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一体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从 2015 年的
1.811 缩小至 1.741。

“十三五”期间城乡居民收入情况

绿色转型全面推进 生态文明先行示范

一是生态系统质量持续提升。全力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PM2.5年均
浓度五年累计下降 49%，全市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 92.9%，劣 V 类水质断面
全面消除，成功创建国家水生态文明城市；生态系统治理修复高效推进，湿
地保有量继续稳定在 2300 平方公里以上，全市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48%左
右，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二是绿色低碳经济体系加快构建。全市省级
以上工业园区（开发区）全部实施循环化改造，节能减排成效明显，全市化
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四项污染物分别比 2015 年削减
41.4%、25.2%、30.0%和 25.4%；全市万元 GDP 用水量比“十二五”末累计下
降约 31%，连续四年获评国家节水型城市。三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不断完
善。扎实推进全市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全面实施省市县乡四级河道

“河长制”和湖泊、水库“湖长制”，完成“湾滩长制”试点工作，先后获评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先行示范区、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

民生工程大力实施 人民福祉持续增进

一是城乡就业扩面提质。启动实施“甬上乐业”计划，“十三五”期间新
增创业实体约 80 万家，城镇新增就业约 108 万人，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保
持在 95%以上，城镇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从 2015 年的 47852 元、
26469 元提高到 68008 元、39132 元。二是教育卫生文化事业加快发展。
普惠性幼儿园覆盖面达到 92.5%，标准化学校达标比例超 98%，浙大宁波

“五位一体”校区启动建设，宁波大学“双一流”建设加快，成为国家产
教融合型试点城市；高效推进第一医院异地迁建、李惠利医院扩建等项
目，市级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覆盖所有区县 （市）、乡镇，每千人执业 （助
理） 医师数提升至 3.2 人，每百名老人养老床位数提升至 5.6 张，居民健
康素养水平超 30%；井头山遗址考古发掘成果丰硕，图书馆新馆、城展
馆新馆、奥体中心一期、象山亚帆中心等项目建成投用，获评东亚文化
之都。三是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户籍人口养老保险参保率和医疗保
险参保率均达到 99%以上，保障性住房五年累计建成 80 万平方米，退役
军人“四级五有”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建成，荣获全国文明城市“六连
冠”和双拥模范城“八连冠”，十一次获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十三五”期间全市生产总值完成情况

共享小康共享小康 同创辉煌同创辉煌
——宁波市“十三五”发展成就巡礼

本报讯（记者徐展新）昨日上午，市政协十
五届五次会议“发挥宁波开放型经济优势建设
双循环枢纽城市”联组专题协商交流暨“请你
来协商”会议举行。来自多个界别的 10 位市政
协委员精准建言，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在现场
逐一回应。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就要各地根据
资源禀赋、产业特色等条件，找准自身定位和
突破重点。委员们建议，充分发挥宁波区位交
通 、港 口 开 放 、 市 场 网 络 、 产 业 科 技 等 优

势 ， 着 力 冲 破通道、市场、技术、要素等
“藩篱”，为全国形成统一大市场作出宁波贡
献。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优化供给、扩大消
费迫在眉睫。委员们建议，加快产品高质量升
级和国产化高端替代步伐，支持外贸企业从品
牌入手打开国内市场，推动“宁波制造”向“平
台品牌”转型。同时在文化消费的供需两端发
力，形成高水平动态平衡。

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格局，企

业既要“出得去”，也要“回得来”。委员们
建议，支持企业通过跨国经营，带动优质海
外资源进入；拉长跨境电商发展长板，推进
国际贸易更高质量发展；扩大进口业务，满
足消费者更多高品质需求。

畅通双循环需要外联内畅。委员们建议，依
托宁波舟山港区位和产业优势、浙江自贸区宁
波片区政策优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建设
世界一流的港口综合服务平台，打造立体综合
运输网络体系，提升贸易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为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作出宁波贡献
“发挥宁波开放型经济优势建设双循环枢纽城市”联组专题协商交流暨“请你来协商”会议举行

本报讯（记者张凯凯）昨日上午，市政协十
五届五次会议“农业农村现代化”联组专题协
商交流暨“请你来协商”会议举行，来自不同界
别的 7 位委员围绕会议主题畅所欲言、各抒己
见。

“十三五”期间，我市大力推进乡村振兴和
绿色都市农业强市建设，但仍存在城乡发展不
均衡等问题。委员们建议，我市应加大力度落
实“四个优先”，从干部队伍建设、关键要素配
置、发展资金投入、公共服务资源等方面着手，
把农村一线作为培养干部的重要途径，建立健

全城乡融合发展政策体系，加大“三农”领域公
共财政安排力度，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共建共
享、互联互通，提升农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委员们建议，我市应进一步强化科技兴
农，加快技术标准应用与引领，走稳走实高
质量发展之路。要完善扶持政策，打响本土
企业品牌，以科技赋能，助推我市水产健康
养殖和增产保供，做大做强我市水稻、瓜菜
特色优势种业。要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制度，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实现耕地高效利用、
科学管理，确保粮食生产水平。

委 员 们 还 建 议 ， 围 绕 “ 宜 居 宜 业 ” 目
标，在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中保护乡村特
色，留住乡愁。要挖掘传统的农耕文化、乡
贤能人、慈孝故事，持续加大生态环境保护
和污染防治力度，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
合发展，让农民群众生活富裕、精神富足。

委员们还就抓住乡村治理基础性关键环
节、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发表了意
见建议。

市政府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人针对委员
们提出的意见建议作出了积极回应。

筑牢农业农村“压舱石”
“农业农村现代化”联组专题协商交流暨“请你来协商”会议举行

本报讯（记者何峰）昨天上午，市政协十五
届五次会议“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联组专题
协商交流会举行，9 名委员围绕科学编制我市
中医药发展规划、推进中医药特色街区建设、
大力发展甬派中医、守正创新“甬派”中医药等
各抒己见，为宁波发展中医药事业建言献策。

规划的科学编制与实施，对我市中医药事
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委员们建议，
由综合部门牵头编制中医药发展规划，科学
合理确定规划目标任务和举措，重点突出市
中医院的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工程重点中医

院建设项目、传承发展药行街中医药特色街
区、争创国家中西医结合“旗舰医院”、组建
宁波市中医药研究院等。

委员们建议，要从战略高度把发展甬派中
医作为我市弘扬甬派文化、建设健康宁波、发
展新兴产业，提高宁波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
予以重视，加强对甬派中医现代传承创新发展
的管理评价研究，使甬派中医薪火相传、发扬
光大。

中医药学在传承与创新中不断发展，传承
的核心是人，创新的主体也是人。中医药人才

队伍的建设，是中医药事业振兴发展的重中之
重。委员们建议，要制定中医药人才中长期发
展规划，出台中医药人才发展政策，建立与实
际相适应的人才评价和绩效考核标准，强化中
医药人才绩效保障。

会上，委员还提出，我市目前还没有专门
的中医药科研机构和平台，要高度重视并高起
点谋划宁波中医药研究院的建设，争取较短时
间内形成宁波中医药研究院的科研品牌。

市政府领导及有关部门负责人针对委员
们意见建议作出回应。

重视平台和人才队伍建设 推动“甬派”中医传承创新
“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联组专题协商交流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董小芳）昨日上午，市
政协十五届五次会议“小区治理难题及
破解”联组专题协商交流会举行，9名委
员各抒己见，精准建言。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虽受群众欢迎，
实践却非易事。委员们建议，要将工作
责任落实到街道社区和有关部门；明确
加装电梯后增加的面积纳入住宅公摊
面积；以加装电梯为契机，一次性征收
物业维修资金保障电梯运维。

针对老小区停车难，委员们建议，
要在摸清底数的基础上，因地制宜，通
过小区内部改造、释放路面资源、加强
排查治理等举措，千方百计来破解。要
切实加大对占用消防通道行为的处罚
力度，做到“零容忍”。

乱搭乱建、出租房乱象，亦是小区
治理的“顽疾”。委员们建议，解决小区

乱搭乱建问题，既要加强源头管控，更
要健全相关部门监管监督联动机制。针
对出租房乱象，要在压实房东主体责
任、增加租赁房供给的同时，建立严格
的市场准入机制。

目前我市小区垃圾分类工作仍存
在质量不平衡、监督不到位等问题，委
员们建议灵活运用“绿色罚单”等手段，
推进全面参与；注重科学精细管理，根
据小区实际情况合理设置定时定点投
放；加大监督执法力度，督促居民自觉
履行垃圾分类义务。

委员们还就物业费收缴调价，小区
“公共设施、公共收益、公共支出”事务
管理，小区的安全隐患、消防通道等存
在的问题提出了意见建议。市相关部门
负责人对委员们提出的意见建议作出
了积极回应。

破解小区治理难题 奋力改善生活品质
“小区治理难题及破解”联组专题协商交流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董小芳 何峰）昨日
下午，市政协十五届五次会议举行界别
协商活动，来自民建、农工党、九三学社
界别的市政协委员们在各自驻地，围绕
不同主题展开讨论。据悉，这样的形式
在市两会历史上尚属首次。

活动邀请了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
参加。市政协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
过这个新载体、新纽带，各界别加强与
职能部门的协调沟通，了解情况、交流
意见、增进共识，共促宁波高质量发展。

围绕“弘扬‘宁波帮’精神，引导‘创
二代’健康成长”，民建界别的市政协委
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委员们建议，以
政府为主导，联合高校、培训机构、宁波
创二代联谊会，筹建开设全国第一所专
门培育“创二代”企业家的学院，进一步
挖掘、传承和弘扬宁波商帮文化，引用
国际成熟模式，提升传承创新综合能
力。委员们认为，目前不少“创二代”企
业在研发上存在心态不稳、体量较小等
问题，可以通过奖励政策或失败兜底政
策，推动其研发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
并通过在创新人才输送和平台搭建等
方面的优惠举措，持续提升企业研发成
果的转化力度，推动企业健康成长。

围绕“进一步提升居民健康素养”，
来自农工党界别的委员们积极讨论，提
出了不少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委员
们认为，提升居民健康素养，要完善公
众健康科普工作机制。政府职能部门要
切实担起宣传责任人的角色，提供高质
量的健康科普知识；要拓展社区宣传
栏，用电视、报纸、微博、微信等媒介平
台，构建交叉覆盖的健康教育网络。要
加快将健康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配
套建立学校健康教育推进机制、统筹规
划健康教育内容、培养中小学健康教育
师资等。此外，要关注重点人群、特殊人
群的健康素养提升，如针对外来务工人
员建立心理健康干预体系、做好健康信
息的传播、加强教育培训等。

围绕“塘河贯通及沿线品质提升”，
来自九三学社界别的委员们分别聚焦
塘河水系打通、水源保障、增强城市防
汛能力、提升滨水建筑品质等进行了发
言。委员们认为，推进塘河复兴发展，就
是要再现“水清流畅、岸绿路通、景美人
和”的发展格局，使塘河清起来、露出
来、绿起来、串起来、游起来、亮起来，让
塘河从“幕后”重回“台前”，重回市民生
活中心，成为宁波城市新的风景线。

积极履职建言推动高质量发展
市政协十五届五次会议界别协商活动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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