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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创新】
产业加速发展 人才加快集聚

国内首条、目前唯一的第六代高精度金属掩膜
版生产线投用，打破了日本企业的全球封锁垄断；

雅戈尔 5G 智能工厂入选工信部工业互联网试点
示范项目和浙江省“未来工厂”培育名单；

宁波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发布的国内首个自主知
识 产 权 的 工 业 操 作 系 统 ——supOS， 入 选 工 信 部
2020 年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清单；

宁波市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智能成型技术制造
业创新中心入选省级创新中心⋯⋯

过去的一年，创新引领、数字赋能，海曙高质
量发展动力强劲，按下了产业发展、人才集聚的

“加速键”。
不断激发创新活力。去年，宁波工业互联网研

究院、宁波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智能技术“两院
一园”、上海交大人工智能研究院等四大平台集聚高
端人才 513 人，新建创新平台 24 个，成功孵化高科

技企业 21 家；17 个强链补链项目有效建立，规上数
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增长 9.7%。

不断壮大创新主体。新增省级产业创新服务综
合体 1 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达 247 家、科技型中小
企业达 1398 家，规上企业研发费用、有效发明专利
拥有量分别增长 17%、10.5%。

不断集聚创新人才。去年，海曙出台了含金量
极高的“菁英汇海”青年人才集聚工程实施意见，1
人 入 选 市 顶 尖 人 才 ，新 增 特 优 以 上 人 才 47 人 ，市

“3315 系列计划”入选数连续 3 年全市第一。在人才载
体建设上，清华大学宁波校友会创新人才中心建成运
营，建立全市首个青年人才驿站和青年人才服务综合
体，去年获评省级优秀众创空间数量居全市第一。

关键词 【更新】
文化魅力彰显 城乡品质更优

2020 年 7 月，总投资 0.65 亿元的望京门遗址公
园开工建设，被誉为宁波“城市瑰宝”的明州罗城

（望京门段） 城墙遗址将在今年年底以功能复合、有
历史底蕴的开放空间形式全新亮相。

这是海曙加大城乡有机更新脚步的精彩案例。
作为千年甬城核心区，海曙不仅强化保护传承，着
力建设人文城区，而且深化城乡融合，大力提升城
乡品质，努力建设成为现代化滨海大都市最有品位
的城区。

城市焕发生机活力。去年，宁波府城隍庙重新
开放，宁波中医药特色街区完成规划方案编制，伏
跗室永寿街历史文化街区房屋处理工作基本完成；6
个城中村改造项目启动实施，32 个老旧小区改造项
目全面完成，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25 部、总量全市第
一；铁路宁波站、鄞奉、轨道周边等区块加快建
设，三市等 47 个地块启动征收，完成征迁 62.5 万平
方米；天一广场、中山路、南站广场等 4 个区域成
为全市首批“席地而坐”城市客厅示范，为宁波全
国文明城市“六连冠”作出了突出贡献。

城乡形象改善提升。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大力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新增省新时代美丽乡
村精品村 14 个、达标村 41 个，完成旧村改造新村建
设 36.8 万平方米，集士港镇、龙观乡获评首批美丽
城镇省级创建样板；加快创建省“四好农村路”示
范区，完成农村公路新改建和提升 66.2 公里，建成
美丽经济交通走廊 75.5 公里，国省道路况综合评价
全市第一。

关键词 【民生】
增进民生福祉 创造美好生活

省重点工程、总投资 18 亿元的普济医院项目
2018 年开工，这座宁波市迄今投资最多、规模最大
的现代化医院 2022 年将在集士港镇建成投用；

2020 年 12 月，海曙公共卫生中心业务用房新建
工程开工，一座集疾控、急救、应急指挥、监督等
功能于一体的公共卫生中心将于 2023 年在古林镇建
成投用⋯⋯

海曙凝聚发展力量，增进民生福祉，从群众最
关心的医疗、教育、养老等问题入手，民生保障扩
面提质，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教育领域，深入推进全国“未来学校”实验区
及省“STEM 教育项目”试点区建设，全面实施城
乡教育一体化“五大工程”，城乡学校同步课堂应用
平台建成投用，组建九大教育集团，在全省首创

“区块链+”校外培训机构服务平台“甬信培”，获评
省人工智能教育实验区、系全市唯一。

卫生领域，防疫防控坚强有力，在全市首创公安、
卫健合署溯源模式，建成投用 PCR 实验室，以“海曙
控”确保“宁波控”；引进社会资本按三级甲等标准建
设宁波普济医院，成立首家区级综合性医院——海曙
二院，组建运行两个紧密型医联体，高山巡回医疗模
式广受好评，居家护理服务开展率 100%。

养老领域，不断深化“以老助老、守望相扶”
养老服务模式，率先在全市实施基本居家养老服务
补助，建成各类助餐服务中心 （站点） 70 余个，年
助餐服务达 73 万人次，助餐覆盖 95%以上的城乡村

（社区）；累计建成居家养老服务机构 273 个，居家
养老服务设施基本实现全覆盖。

关键词 【智治】
创新基层治理 整体智治先行

石碶街道东方苑小区自治服务站成立后，邀请 8
个兄弟社区提供居民自治可行性意见和建议，向居
民征集基础设施改造等民生项目；段塘街道北宸府
小区自治服务站成立后，居民和物业代表立即携手
将小区闲置地打造为绿地⋯⋯

去年年底，海曙启动小区居民自治服务站建
设，至今，这些小区自治服务站因地制宜地发挥着
引导居民自治的积极作用，让服务更智慧、治理更
高效、社区更美好。今年海曙将建成小区居民自治
服务站 150 个至 200 个，建成率达 85%。

面对城区治理体量大、居民需求多元、社区形态
复杂等挑战，海曙加强顶层设计，创新基层治理、打造
整体智治体系，全面提升区域治理现代化水平。

深化社会治理“激活行动”，汇聚政府、企业、社会
组织等各方合力，全方位强化党建引领，全过程激活
政府支撑、全员化激活群众参与、全领域激活社会协
同，构建具有“海曙特色”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深化“村

（居）说事”和“开放空间”等居民议事模式，建成 5 个
省级引领型农村社区，获评省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
验区；不断深化基层治理四平台建设，区、镇乡（街道）
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实现全覆盖。

加快提升 81890 平台能级，构建一站式整体智
治服务体系。整合 80 余条部门“首问热线”等热线
和 平 台 ， 实 现 81890 一 站 式 接 入 ， 采 取 “ 统 一 受
理、分类处置、限时办结、过错问责”的集成服务
模式，积极打造海曙“整体智治”服务平台，使群
众和企业办事从“找部门”转变为“找政府”，使党
政机关服务方式从“碎片化”转变为“一体化”，实
现治理效能的持续提升。

为宁波当好“重要窗口”模范生增光添彩

又是一年春暖花开。
回顾过去的一年，面对极其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特别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海曙区围绕在宁波当好建设“重要窗口”模范生

的进程中争当排头兵的使命担当，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努力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国内一流强区，疫情防控慎终如始，稳
企安企有力有效，产业发展加快转型，重大项目扎实推进，改革创新深化拓展，城乡形象改善提升，民生福祉持续增进，自身建设切实加
强，在宁波加快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中贡献海曙力量。

努力建设高质量发展的
现代化国内一流强区

海曙区委书记 褚孟形

去年以来，海曙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把总书记的关
怀厚爱转化为强大的政治动力、精神动力和
工作动力，主要经济指标回升向好，商品销
售总额、实际利用外资、浙商回归资金、重
点工程投资等位居全市前列，“3315 系列计
划”入选数量连续三年位居第一，有力助推
高分夺取全国文明城市“六连冠”，获评省
平安区、人才工作考核优秀区、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区、全面深化改革考评优秀区，实现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战两赢”。

今年，海曙将扛起忠实践行“八八战
略”、争当“重要窗口”排头兵担当，围绕
新阶段宁波的历史使命和市委对海曙的要
求，在发展特色产业上快人一步、在建设人
文城区上胜人一筹、在塑造城乡品质上优人
一等、在推进社会治理上高人一招，打造城
市门户品质区、未来产业引领区、千年甬城
核心区和整体智治示范地，努力建设高质量
发展的现代化国内一流强区，推动“十四
五”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为宁波当好

“重要窗口”模范生增光添彩。
以更高要求加快争先进位，把数字经济

“一号工程 2.0版”作为引领、全域土地综合
整治作为突破口，实施硬科技创新、头部企
业引进培育、村级工业园改造等十大行动计
划，抓好 168 个重大项目，干出发展的高质
量和加速度。

以更快步伐深化城乡融合，围绕“一心
两城四片”空间布局，加快三江口、姚江新
城、空铁新城等十大功能区块建设，扩大机
场、高铁站枢纽集聚辐射效应，强化城中村
改造为重点的城市有机更新，加大环境综合
整治力度，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省首批“无废城市”。

以更大力度全面深化改革，狠抓数字化
改革牵引，深化 81890 能级提升、工业互联
网生态、基层治理四平台、“开放空间”等
改革，争创全省数字化改革先行区。

以更实举措推进共同富裕，加快教育、
养老、卫生等公共服务优质均衡发展，深化
全国“未来学校”实验区、医共体建设，抓
好美丽城镇、美丽乡村建设，争创省美丽乡
村示范区，以纪念宁波建城 1200 周年为契
机，深入挖掘、大力弘扬历史文化，做靓幸
福民生成色和甬城文脉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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