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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市区空气质量预测：优至良

本报讯（记者俞永均 通讯员
葛天立 汤健凯） 宁波舟山港生产
快报显示，2 月份，该港预计完成
集装箱吞吐量 235 万标箱，同比增
长 52.4%，创同期最好成绩。

2 月份，面对淡季的物流高峰，
宁波舟山港充分发挥世界第一大港
的枢纽优势，持续织密航线网络，新
增 2 条远洋干线，集装箱航线总数达
262 条；继续发力争取空箱箱源，预

计进口空箱量同比增长 79.3%；全力
做优内支内贸服务，内支内贸业务
同比大幅增长 126.4%。

同时，宁波舟山港在海铁联运
方面持续发力，与船公司积极沟
通，保障空箱发运量，当月完成海
铁联运业务同比增长 73.2%，创月
度业务量历史新高。

宁波舟山港通过数字化手段，
在梅东公司实现“边卸边提+车船

直提”的作业模式，通过船代、船
公司、外堆场的紧密配合，缩短整
体通关时间，使进口空箱第一时间
被安排提运出港，降低了场地堆存
压力；运用大数据资源，打通集装
箱信息互联互通“最后一公里”，
实现了集装箱进出口业务全程操作
无纸化、物流节点可视化、数据信
息透明化，提升了集卡车辆全程重
载率和码头运转效率。

235万标箱！

宁波舟山港2月份集装箱量大增逾五成

本报讯（记者何峰） 全国政协
十三届四次会议昨日下午在北京闭
幕。昨天，5位住甬全国政协委员在圆
满完成大会各项议程后返回宁波。

会议期间，住甬全国政协委员
牢记职责使命，认真履职议政，围
绕政府工作报告、政协常委会工作
报告、“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
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两高”工
作报告等踊跃审议或讨论，就事关
发展全局与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积
极参政议政，并就事关宁波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提交了提案 10
件 ， 向 大 会 反 映 社 情 民 意 信 息 7
篇，争取国家及相关部委的支持。
委 员 们 的 精 彩 履 职 ， 受 到 中 央 、
省、市众多媒体的关注。

住甬全国政协委员们表示，全
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是在“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召
开的大会，是一次民主求实、鼓舞
斗志、提振信心、团结奋进的大
会。回甬后，将第一时间传达会议
精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大政方针
和决策部署，进一步做好建言资政
和凝聚共识工作，切实把全市上下
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
署上来，统一到宁波高质量发展大
局上来，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
责于行，带领大家把学习全国两会
精神的热情转化为真抓实干的动
力，为宁波当好浙江建设“重要窗
口”模范生、加快建设现代化滨海
大都市作出新贡献。

住甬全国政协委员返回宁波

记者 俞永均

坐拥全球货物吞吐量第一和集
装箱吞吐量第三大港，宁波却面临

“大港小航”的发展窘境。如何加
快补齐港航服务短板，助推世界一
流强港建设，驱动宁波服务业高质
量发展，已成为“十四五”时期宁
波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近日，市政府办公厅印发 《宁
波市港航服务业补短板攻坚行动方
案》。该方案提出，未来五年，宁
波要开展高端港航物流攻坚等五大
攻坚行动，到 2025 年，力争航运
增值服务比重提高到 40%，大宗商
品交易额达到 5000 亿元。

《行动方案》指出，“十四五”时

期，宁波要大力提升国际供应链物
流、港航专业物流等两大港航物流
业，加快培育船舶、船员、航运交易
和海事法律等四大海事服务业，着
力拓展航运金融、航运信息、航运文
化会展、航运休闲等四大融合服务
业，突破发展大宗商品贸易和现货
交易，促进“船、货、人、商”服务一体
发展，努力将宁波打造成国际特色
航运服务基地、全球大宗商品资源
配置基地、国际供应链创新中心和
海铁联运示范基地。

具体来说，港航服务业补短板
主要是开展五大攻坚行动——

一是开展高端港航物流攻坚行
动。建设智慧港口、绿色港口，推
进梅山港区二期工程智慧港口建

设。打造海铁联运示范工程，拓展
双层高箱集装箱海铁联动线路，尽
早启动梅山港区铁路支线、北仑铁
路支线复线建设，加快在长江沿线
城市和腹地区域主要物流中心城市
布局铁路“无水港”，推进与欧亚
陆桥，中亚、中孟经济走廊对接与
合作，增强国际海铁联运揽货能
力。同时，培育做大本土国际远洋
运输船队规模，加强与国际班轮公
司合作，大力推进大宗商品物流、
冷链物流等专业物流发展壮大。

二是开展高端海事服务攻坚行
动。重点发展船舶交易、船舶供
应、船舶修理和船舶评级检验等服
务，打造亚太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
的国际船舶交易基地。支持经认定

的外供企业在锚地开展保税油加
注、LNG 加注、船用物资生活物
资供应等国际船舶供应业务，打造
亚太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浙江船
供服务品牌。同时，探索建设“船
员服务中心”，吸引国内外知名船
员 服 务 机 构 入 驻 。 鼓 励 “ 互 联
网+”、区域链技术等在航运交易
领域的应用，支持宁波航交所等机
构做大集装箱舱位交易、散货租船
等优势业务。争取境外知名仲裁机
构和争议解决机构在甬设立代表机
构。

三是开展航运融合产业攻坚行
动。与上海保险交易所、航运金融
机构等加强航运金融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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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攻坚行动破解“大港小航”难题
到2025年，宁波航运增值服务力争提高到40%

本报讯（记者朱宇） 根据中央
部署和省委安排，省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第二指导组对我市开展为期 4
个月的驻点指导。昨日上午，指导
组召开工作见面会，组长夏海伟传
达省委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的具
体要求，通报驻点指导的总体考虑
和计划安排。省委常委、市委书
记、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
组长彭佳学作表态讲话。

宋越舜、施惠芳、黎伟挺、傅
祖民、陈志君、叶伟忠、梅昌新和
指导组全体成员参加。

指导组指出，开展驻点指导是
推进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的重要
制度安排，是贯彻落实中央部署的
具体行动。指导组将围绕中央明确
的“筑牢政治忠诚、清除害群之
马、整治顽瘴痼疾、弘扬英模精
神”等四项任务，省委提出的“政

治建警有新加强、纪律作风有新转
变、执法司法公信力有新提升、队
伍形象有新展现、核心战斗力有新
增强、推进工作有新成效”等六个
目标，通过“听、谈、查、访”等
方式，重点抓好学习教育、查纠整
改、总结提升等三个环节。希望宁
波积极协助指导组做好来电来信处
理，及时核查问题线索，配合提供
相关情况，建立协商会商机制，确
保教育整顿工作取得预期实效。

彭佳学表示，开展政法队伍教
育整顿，是纵深推进全面从严管党
治警、深化政法队伍自我革命的重
大举措。省指导组进驻宁波开展工
作，既是对宁波教育整顿工作的有
力督促，也是对宁波政法工作的指
导帮助。我们一定深入学习领会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
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坚持

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高
标准高质量抓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工作，确保实现“六个新”的目标。一
要提高政治站位，对表对标抓教育
整顿。坚持把教育整顿作为推动政
法系统政治建警的铸魂工程、净化
政法机关政治生态的固本工程、促
进 政 法 事 业 高质量发展的赋能工
程，切实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
力、政治执行力，着力打造新时代宁
波政法铁军，充分展现“重要窗口”模
范生的政治担当。二要积极主动配
合，从严从实抓教育整顿。严格落实
省指导组的要求，压实责任，细化措
施，督促各级各有关部门认真准备、
如实提供文件资料，坚决服从、积极
配合组织谈话和调查核实工作，照单
全收、及时查纠整改各类问题，确保
每一个环节的工作都能达到高标准、
取得好效果。三要注重统筹结合，互

促互进抓教育整顿。坚持与学习贯彻
习近平法治思想、党史学习教育、中
央巡视整改、建设法治宁波平安宁波
清廉宁波、推动“十四五”开好局起
好步等结合起来，教育引导全体政
法干警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
行，为庆祝建党 100 周年创造平安
和谐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

根据省委部署，省政法队伍教
育整顿第二指导组驻点时间为 3 月
10 日 至 6 月 30 日 。 值 班 电 话 ：
0574—89385981，89385986；举报
信 箱 ： 宁 波 市 第 9005 邮 政 信 箱 ；
受 理 电 话 时 间 ： 每 天 8:00—20:
00。指导组主要受理反映宁波市及
所辖区县 （市） 党委政法委、法
院、检察院、公安、司法行政机关
和监狱政法干警问题的来信来电。
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问题，将按
规定交由有关部门处理。

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指导组对我市开展驻点指导
彭佳学宋越舜出席见面会

最近一段时间，宁波电网迎来春季检修高峰。在慈溪220千伏淞浦变
电站现场，检修人员利用移动终端完成断路器试验数据记录和智能分析，
以“数字化检修”拉开电网春季新一轮检修序幕。

（王幕宾 徐能 摄）

数字化检修

新华社北京3月10日电 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
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10 日下午在人民大
会堂闭幕。会议号召，人民政协各级组
织、各参加单位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
中央周围，凝心聚力促发展、乘势而上开
新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不懈奋斗。

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
协主席汪洋主持。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庆
黎、刘奇葆、帕巴拉·格列朗杰、董建
华、万钢、何厚铧、卢展工、王正伟、马
飚、陈晓光、梁振英、夏宝龙、杨传堂、
李斌、巴特尔、汪永清、何立峰、苏辉、
郑建邦、辜胜阻、刘新成、何维、邵鸿、
高云龙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
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在主席台就座。

下午 3 时，闭幕会开始。汪洋宣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
会第四次会议应出席委员 2158 人，实到
2087 人，符合规定人数。

会议通过了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
第四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
议、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关于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
况报告的决议、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
提案委员会关于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提案
审查情况的报告、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
会第四次会议政治决议。委员们一致赞成
并坚决支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出关于完
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

汪洋在讲话中说，这次会议聚焦“十
四五”、共话新蓝图、汇聚正能量，是一次
民主、团结、求实、奋进的大会。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出席会议，与委员
共商国是。全体委员深入讨论政府工作报
告、“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和其他报告，
认真审议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等文
件，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
取得积极成果，充分体现了广大委员为国
履职、为民尽责的担当精神，展现了人民
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优势作用。

汪洋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也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
年。人民政协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把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和对人民政协工
作要求落实下去，把海内外中华儿女智慧
和力量凝聚起来，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作出积极贡献。

汪洋强调，人民政协作为坚持和加强
党对各项工作领导的重要阵地，必须始终
把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作为根本政治原则
和重大政治责任，不断强基固本，提高政
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更
好发挥协商民主这一实现党的领导重要方
式的作用，通过政协协商的制度实践，把
党的主张转化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和行动。
人民政协作为用党的创新理论团结教育引

导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的重要平台，必须加
强思想政治引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推
动政治上团结合作、思想上共同进步、行
动上步调一致，着力构建以科学理论为指
导、以协商交流为特色、以自我提高为主
旨、以增进认同为目标的学思践悟平台，
加强以中共党史为重点的“四史”学习教
育，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
德、学史力行。 【下转第5版①】

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闭幕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汪洋发表讲话

◀3月 1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
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闭幕。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
正、王岐山等在主席台就座，汪洋主持闭幕
会并发表讲话。 （新华社发）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
汪洋主持闭幕会并发表讲话。（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