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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市区空气质量预测：良

人才工作看宁波（上）

本报讯 （记者徐展新） 4 月 16 日下
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专题研究部署中
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
论述，严格按照党中央、中央纪委和省委、
省纪委的部署要求，严明政治纪律、强化责
任担当，坚持系统观念、注重标本兼治，高
质量高效率抓好巡视整改任务落实，确保
交出上级认可、群众满意的高分报表。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彭佳学主持会
议。

会议在肯定前阶段整改工作进展成效
后指出，抓好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工作
是极其严肃的政治纪律、极其重要的政治
任务，必须增强刀刃向内的自觉、保持久久
为功的定力，突出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
果导向，从严从速、保质保量完成整改任
务，真正使巡视整改的过程成为深化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党中央重大
决策部署的过程，成为不断提高政治判断
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的过程。

会议强调，要压实责任链条，坚持清
单化项目化管理，督促各责任单位对照巡
视整改的目标任务、完成时限，紧盯关键
节点，抓实重要步骤，严格落实整改措
施、整改责任，坚决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放
过、整改不彻底不放过，真正体现过硬的
政治担当、政治标准。要强化数字赋能，
抓好党政机关整体智治综合应用系统“监
督整改”模块的上线运营和优化升级，用
数据链条链接责任链条、贯通工作链条，
精准把握点、线、面整改任务的完成进
度、完成质量，有的放矢做好查漏补缺工
作，进一步提升巡视整改的协同性和实效
性。要注重结合融入，把抓好巡视整改与
抓好主责主业有机结合起来，做到融入日
常工作、融入深化改革、融入全面从严治
党、融入班子队伍建设，着力在纠偏正
位、治本堵源上取得新进展，在攻坚克
难、争先进位上取得新突破，确保“两促
进、两提升”，以高质量整改促进高质量
发展。要严格监督执纪，把巡视整改情况
作为市委巡察和日常监督的重点，构建横
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监督体系，坚决查纠
虚假整改、表面整改、敷衍整改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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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本报记者徐展新） 16 日至 17
日，湖北省党政代表团在我省考
察。17 日上午，两省在杭州市举
行合作发展交流座谈会。

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主持会议
并讲话，湖北省委书记应勇讲话。浙江
省委副书记、省长郑栅洁，湖北省委副
书记、省长王晓东分别介绍两省经济
社会发展情况。浙江省政协主席葛慧
君、湖北省政协主席黄楚平出席。

袁家军对湖北省党政代表团来
浙考察表示欢迎，并感谢湖北长期
以来给予浙江的支持和帮助。他
说，英雄的湖北战胜疫情、浴火重
生，生机无限、前景辉煌。我们要
进一步学习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好
经验好做法，特别是湖北始终胸怀
全局、坚决服从大局的政治站位；
勇于迎难而上、奋力逆风赶超的不
屈意志；坚持自主创新、加快科技

自强的思路举措；决胜全面小康、
着力改善民生的为民情怀。当前，
浙江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忠实践
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
窗口”，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
省。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
包括湖北在内的各兄弟省份的大力
支持，希望双方以此次考察交流为
契机，齐心协力、同向而行，合力
落实国家战略、加强科技攻关、完
善产业链条、深化自贸区合作，共
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有序发
力、人才交流与人才培养互促共
进，共同做好脱贫攻坚后半篇文
章；携手构建党政交流机制，丰富
民间交往渠道，共同推动多层次交
流交往交融，不断推动浙鄂两省合
作交流在新发展阶段迈上新台阶。

应勇代表湖北省委、省政府和
湖北人民，向浙江长期以来给予湖
北的支持帮助，特别是在东西部扶
贫协作、疫情防控中的无私援助表
示衷心感谢。他说，浙江红色根脉
深厚，是党史学习的好教材。浙江
发展成就辉煌，是值得学习的好榜
样。我们要学习浙江创新发展永无
止境、协调发展走在前列、绿色发
展先行示范、开放发展勇立潮头、
共享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以思想破
冰引领发展突围，加快发展区域经
济、县域经济、民营经济、数字经
济，推动湖北高质量发展。当前，
湖北正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赋予
的“建成支点、走在前列、谱写新
篇”目标定位，着力打造全国重要
增长极。浙鄂合作潜力巨大，我们
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与浙江在区
域联动上深化合作，推动协同发

展；在乡村振兴上深化合作，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在产业发展上深化合作，推进
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稳链补链强
链；在科技创新上深化合作，共同
为国家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在
市场开拓上深化合作，促进文旅市
场繁荣；在人才交流上深化合作，
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座谈会后，两省签署干部人才
交流培养合作协议，杭州市与恩施
州签署缔结友好城市协议。

在浙期间，湖北省党政代表团
先后在湖州考察安吉余村、大竹园
村；在杭州考察余杭区未来科技城、
梦想小镇；在宁波考察宁波舟山港
穿山港区、海天塑机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有关领导陈金彪、黄建
发、周江勇、彭佳学、陈奕君、梁黎明、
刘忻、裘东耀，湖北省领导王玲、王忠
林、李乐成、马旭明参加有关活动。

湖北省党政代表团来浙考察
袁家军应勇郑栅洁王晓东葛慧君黄楚平出席座谈会或参加考察

本报讯（记者张昊 鄞州区委
报道组杨磊 徐庭娴）“我们将以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为阵地，继续奉
献我们的热情和力量，为当地乡村
振兴助力！”昨天，“宁波妈妈”爱
心团队与鄞州区塘溪镇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结对，为当地群众提供可持
续的志愿服务。

为进一步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 （所、站） 传播思想、统筹资
源、服务群众的作用，由市文明办
组织开展的“学党史、办实事”新
时代文明实践“万千百”行动在鄞
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启动。

在启动仪式上，包括“宁波妈
妈”爱心团队在内的千支志愿服务

团队结对入驻全市各地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 （所、站）。“去年，受新
冠疫情严重影响，塘溪镇林慧、红
竹生态等农场的农产品滞销，农民
损失很大。我们团队通过线上直
播、线下设立公益地摊、组织市民
采摘等方式，为农户推销了上百万
元农产品。”“宁波妈妈”爱心团队
负责人张亚芬说。

我市组织千支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团队，根据各自服务能力及其覆
盖范围，结对入驻千个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站， 【下转第4版①】

宁波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万千百”行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北仑区
委报道组金鑫星 通讯员陈海灏）
通过多轮谈判，宁波钢铁位于霞浦
物流园区的 126 亩原废渣钢厂用地
顺利置换，将打造全新的小微工业
园；北仑电厂灰库地块 387 亩土地
已按评估价完成收储，规划建设港
区配套停车场⋯⋯

在发展空间紧缺，城市更新和企
业转型迫切的形势下，北仑区各部门
联动，攻坚低效用地整治、“腾笼换
鸟”和“亩均论英雄”改革，在存量资
源的优化配置中推进城市有机更新，
释放发展新空间。“我们下好‘真改’

‘活用’两步棋，全力打好低效地改造
攻坚战，助推‘246’万千亿级产业集
群示范区和浙江自贸试验区宁波片
区建设。”该区有关负责人表示。

坚持问题导向，盘活存量资源。
北仑区明确“供而未用”“用而未尽”
的土地，产出低效的工业企业，集中
成片的“散小乱危违”地块、落后低端
产能行业等，是整治改造和“腾笼换
鸟”主要类型。该区组建 4个工作组，
11个重点“腾笼换鸟”地块实行区领导
包干推进，建立全区闲置厂房资源库
和低效用地改造数据库，分别开展以

“扫地、扫楼、扫厂房、防流失”为重点
的低效空间提升专项行动、“两整两
提”专项行动，助力产业迭代更新。

因企因地制宜，下好“真改”棋。
北仑区部分早期引进的大型工业企
业，存在单体用地规模偏大、土地集
约利用标准不高等情况，该区对 12
宗“供而未用”“用而未尽”土地分别
落实收回或再开发方案。对 11 处土
地利用低、散、乱，难以就地升级改造
的集中成片地块，该区统筹国有工投
公司通过收购改造、利用征迁、土地
收回、用地置换、“退二进三”、二级
市场流转等方式实施“腾笼换鸟”。

聚焦高质量发展，下好“活用”
棋。对城市发展扩张中中心城区工
业用地混杂的区域，该区大力推进
城市有机更新，实现低产区块业态
升级、更迭发展。2019 年以来，该区
通过对中心城区城中村、旧工业厂
房实施拆迁，腾出经营性用地 600
亩用以改善民生需求，对甬江科创
大走廊滨江新城核心区 35 家老工
业园企业进行征迁，21 家企业腾空
搬迁，腾退空间将用于发展港航服
务、国际贸易、创新创意、总部经济
等产业。

北仑全力打好低效地改造攻坚战

下好“真改”“活用”两步棋
释放发展新空间

记者 黄合

坐在浙江创新中心一号楼 16
层的办公室里，抬眼看到的是寸土
寸金的宁波东部新城。春天，在鳞
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之间，嫩绿色的
生态走廊上有各种繁花点缀，赏心
悦目。

“得 益 于 甬 舟 人 才 一 体 化 发
展飞地，我们可以享受注册地岱
山的土地资源和要素保障，同时
能共享宁波上下游产业链和可观
的 客 户 群 体 。” 润 和 催 化 材 料 副
总经理刘敏说，公司订单已排到
了一年半之后，目前要做的就是
抓紧让项目投产，让生产能力跟
得上。

人才共引、资源共享、政策叠
加、服务互通——打破原先不同身
份、地域、条口造成的瓶颈，一体
化人才发展之路，延展出更为广阔
的发展天地。

跨越时空孵“金蛋”

“ 出 去 一 火 车 ， 回 来 一 卡
车”——这句话，曾是岱山人才状
况的尴尬写照。

年底舟岱大桥要通车，岱山人
却在暗暗担心：这个只有 17 万人
口的海岛县城，会不会有更多优秀
人才被周边的大城市虹吸过去？

“虽然地方小，但我们有大野
心。关键的一环，就在于‘第一资
源’人才。”岱山县委组织部人才
科科长“85 后”姚富斌说得很直
白。

去年 4 月宁波人才日活动期间
启动的甬舟人才一体化发展飞地，
让岱山燃起了希望。在这个招才引
智“白热化”的时代，岱山人迫切
希望这个平台成为新阶段“孵金
蛋”的风口。

作为浙江省域人才均衡发展先

行示范的重要平台，这块飞地探索
的是“注册在舟山、研发在宁波、
转化在舟山”人才项目协同引育模
式，舟山人才项目无须改变企业注
册地，即可享受 3 年免租、同城待
遇等特优政策，减少各类人才落地
的后顾之忧。

据了解，飞地启用仅半年，就
已吸引航天智慧信息科技、润和催
化材料等 12 个舟山高端人才项目
入驻，其中汇洋科技公司入驻后短
时间内就招聘到 7 名高级研发人
才，艾欧科技公司与宁波多家供应
商达成合作。

“可以说，我们抢到了先机。”
姚富斌说，背靠宁波“大树”，岱
山已经引进了一批高精尖人才，其
中六成以上是硕士，博士也有 11
名，去年流入大学毕业生 1400 多
名，技能人才突破 5 万名。

八方人才的注入，让这个小县
城一下子生机满满、活力无限。

“一盘棋”抱团求共赢

甬舟人才一体化发展这步棋，
筹谋多时，布局良久。

2020 年，省委人才办联合宁
波市委、舟山市委出台 《宁波市舟
山市推进甬舟人才一体化发展行动
方案 （2020-2025） 》，全力推动
甬舟两地人才资源一体化。

在省委人才办有力指导下，宁
波和舟山牢固树立“一盘棋”理
念，围绕“打造省域人才均衡发展
先行示范”目标，合力推进人才资
源、人才平台、人才机制、人才生
态等一体化发展，年度 15 项重点
任务圆满完成，6 项标志性成果进
展顺利。

着眼增强人才的获得感，两地
打造甬舟人才专家服务一体化平
台，在全省率先推出“一库一网一
码”， 【下转第4版②】

冬 梅

3 月 18 日，华严社区的李女士
想发大财，去网上认识的“男盆友”
提供的 APP 里炒黄金，结果被骗 20
多万元……谨防“杀猪盘”啊！

3 月，舟孟社区几位女士觉得
刷单能赚钱，结果钱没赚到还总共
被骗了两万多元……都 2021年了，
不会还有人相信刷单能赚钱吧？嗯，
还有人。

近日，某公司财务被“领导”拉
入 QQ 群，后被骗转账贷款 80 万

元。凡遇网上要求转账，一思二问三
核对！

上面是 3条防电信网络诈骗的
标语，由市公安局鄞州分局百丈派
出所几名“95后”民警创作，被挂于
社区和白领集中的商务楼。每个条
幅几十字，讲述了一个“完整故事”，
言简意赅而不失幽默，让人一眼就
能看明白，看了还想再看几眼。

标语传达信息，让人感兴趣、愿
意看、有启发，才有作用。一些宣传
标语，四平八稳，表达方式陈旧，不
仅不惹人爱，有的还让人反感。会讲
故事的标语，效果自然就好。只要有
益于传播，标语、口号不妨多些创
新，多些“不一样”。

会讲故事的标语是好标语

本报讯（记者陈青） 昨日下
午 ，“ 灼 灼 芳 华 —— 上 巳 及 笄
礼”体验活动在天一阁南园举
行，生动还原了 3000 年前华夏
女孩的成人礼——笄礼。

上巳节，俗称三月三，是古
代女子举行成人礼“笄礼”的日
子。

悠扬的古乐声中，赞者缓步
入场，以盥洗手后于西阶就位。

20 名受笄者走入场中，向主宾及
观礼宾客行揖礼，跪坐于席。正宾
走到受笄者面前，高声吟诵祝辞，
为受笄者梳头加笄、簪上发钗、加
钗冠。

受笄者和观礼者纷纷表示，通
过体验上巳及笄礼，学到了不少传
统文化知识，希望此类传统文化活
动吹来更多雅正新风。

图为活动现场。（周建平 摄）

一块飞地，一体化发展天地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