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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宁6月 9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
日在青海考察时强调，要坚决贯彻党中央
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深化改革开放，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攻
坚克难，开拓创新，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成就，奋
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青
海篇章。

6 月 7 日至 9 日，习近平在青海省委书
记王建军、省长信长星陪同下，先后来到
西宁市、海北藏族自治州等地，深入企
业、社区、自然保护区、农村等进行调研。

7 日下午，习近平来到位于西宁市城

中区的青海圣源地毯集团有限公司考察调
研。在生产车间，习近平察看原材料、生
产流程、产品展示，了解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加牙藏毯手工编织技艺的保护传
承，对企业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表示肯
定。在企业检测、设计部门，习近平仔细
观看产品耐磨度测试、产品设计图样，询
问产品销路和企业创新发展情况。习近平

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善于抓最具特
色的产业、最具活力的企业，以特色产业
培育优质企业，以企业发展带动产业提
升。青海发展特色产业大有可为，也大有
作为，要积极营造鼓励、支持、引导民营
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要加快完善企业创
新服务体系，鼓励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
入，促进传统工艺和现代技术有机结合，

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要把产业培育、企
业发展同群众就业、乡村振兴、民族团结
更好统筹起来，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随后，习近平 来 到 西 宁 市 城 西 区 文
汇 路 街 道 文 亭 巷 社 区 ， 听 取 他 们 加 强
基 层 党 建 、 完 善基层治理、推进民族团
结 进 步 工 作 汇 报 ， 同 现 场 办 事 群 众 交
谈。 【下转第4版①】

本报讯（记者徐展新） 昨天上午，中
国－中东欧国家地方合作高质量发展高端
智库论坛举行。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彭佳
学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灵桂讲
话，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事务特别代表
霍玉珍作主旨报告。

论坛发布了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合
作网络年度重要研究成果。

彭佳学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
政府，欢迎海内外嘉宾莅临论坛，感谢大
家长期给予浙江、宁波发展的关心支持。
他说，宁波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交流合作
最广泛、最密切、最深入的城市之一，也
是全国唯一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承
办城市。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和致本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
览会的重要贺信精神，高水平推进中国－
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建设，把示范
区建成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欧洲经
济圈的新枢纽、承载中国－中东欧国家经
贸合作举措的新平台、地方探索国际合作

制度创新的新高地。本次论坛聚焦服务中
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大局，共同探讨促进
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合作高质量发展大
计，必将对中国－中东欧国家携手共谱合
作新篇章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社会
科学院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
术机构，现场和线上参会的国内外嘉宾都
是国际交流合作领域的权威专家。期待大
家立足各自专业领域、研究方向，提出更
多可以落地实施的建议方案，更好地推动
经贸合作、科技创新合作、绿色低碳环保
合作，促进文明互鉴、民心相通，为新形
势下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凝聚新共识、
探索新路径。恳请大家为中国－中东欧国
家经贸合作示范区建设多提宝贵意见，帮
助浙江、宁波不断扩大与中东欧国家交流
合作的优势，全面提升开放合作水平。期
待大家当好中国－中东欧国家交流交往的
大使，推介更多朋友来中国、来浙江、来
宁波投资创业、工作学习、旅游观光。我
们一定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大家爱
上美丽开放好客的浙江和宁波。

王灵桂表示，当前，随着中国对外合作
的广度、深度提升，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和高
质量对外开放迈进新阶段，地方参与中国－
中东欧国家合作的形式、主体、内容都得到
前所未有的拓展。希望浙江、宁波从更加广
泛的角度看待地方合作，重视创新性实践，
灵活运用好各种形式，发掘新的合作潜力。
智库学者要围绕加强顶层设计、推动地方合
作同中东欧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与“一带一
路”有效衔接、积极参与中国与欧盟合作框
架内的地方合作机制、集中调度并合理配置
各地资源等话题，集思广益，精准切入，多
种角度深入探讨，立足新的历史方位全面总
结，把智力服务工作推向新水平、新台阶、
新境界，更好服务中国－中东欧合作和地方
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浙江、宁波合作基
础良好、合作关系紧密，携手开展多个重大
课题研究，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相信
在浙江省委、省政府和宁波市委、市政府的
鼎力支持下，双方的合作会结出更加丰硕的
成果。

施惠芳参加。

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合作
高质量发展高端智库论坛举行
彭佳学致辞 王灵桂讲话 霍玉珍作报告

本报讯（记者易鹤） 昨日下午，2021
中国－中东欧国家市长论坛在宁波举行。
市委副书记、市长裘东耀出席论坛开幕活
动并作主旨演讲，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副会长姜江、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事务
特别代表霍玉珍致辞。

中国欧盟协会副会长宋敬武出席，塞
尔维亚财政部长马利、波兰前总理帕夫拉
克、克罗地亚前副总理司马安视频致辞。
11 个 中 东 欧 国 家 驻 华 使 节 和 驻 沪 总 领

事，34 个中国城市的领导参加开幕活动。
裘东耀在演讲时说，近年来，中国－

中东欧国家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宁波在
参与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合作上当好先
锋，正成为中东欧商品进入中国市场、中
国与中东欧双向投资合作、中国与中东欧
人文交流“三个首选之地”。

当前，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已进入
提质升级的新阶段，地方合作展现出强劲
的发展势头。习近平总书记向第二届中

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致贺信，将对凝聚各
方共识和推动更高水平互利合作产生重要影
响、创造更好条件。宁波愿同中东欧国家各城
市一道，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中东欧国
家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共同应对疫情挑
战，深化经贸人文合作，谱写互利共赢发展新
篇章。

裘东耀就共推城市间合作交流提出四点
建议：一是合力“抗疫情”，共推构建卫生
健康共同体。 【下转第4版②】

团结抗疫情 合作促发展

2021中国－－中东欧国家市长论坛举行
裘东耀作主旨演讲 姜江霍玉珍致辞

本报讯（记者徐展新）昨天，省委常委、
市委书记彭佳学会见前来宁波参加第二届
中国－中东欧博览会暨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的捷克驻华大使佟福德、波兰驻华大使赛
熙军、斯洛伐克驻华大使贝拉。

彭佳学在会见佟福德时说，捷克是中
东欧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还是本届
博览会的主宾国，与中国、浙江、宁波的交
流合作广泛深入。我们将认真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在建设中国－中东
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的大背景下，秉持
务实、互惠、共赢的原则，持续深化经贸合
作，不断增加捷克工业品、农产品进口，争
取开通宁波至布拉格的航线，进一步做大
进口规模、扩大双向投资。同时将加强宁波
与捷克的科技交流、人文交流、教育交流，
共同打造中国与中东欧、与欧洲交流合作
的典范。

彭佳学在会见赛熙军时说，波兰是中
东欧最大的经济体、中国－中东欧国家合
作的重要成员。宁波与波兰各领域交流合
作非常密切，在疫情冲击下依然取得了丰
硕成果。面向未来，宁波与波兰有许多利益
交汇点、共同点。我们将认真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贺信精神，与波兰方面不断发掘
合作潜力、拓展合作空间，在已有良好基础
上进一步提高经贸合作、港航合作、科技合

作、文旅合作、友城合作水平，实现更高层次
的互利共赢发展。同时希望双方共同打造自
由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更好助力双方企业
发展。

彭佳学在会见贝拉时说，斯洛伐克地处
中东欧的“心脏”，近年来发展迅速，与中国、
浙江、宁波的交流合作也不断深化。良好的交
流合作态势来之不易，需要共同珍惜、共同维
护。我们将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
精神，与斯洛伐克方面立足资源禀赋、抢抓发
展机遇、深入研究需求，实质性推进项目建
设，常态化开展务实合作，全方位加大宣传力
度，做大经贸合作规模，拓宽科教合作领域，
探索健康产业合作路径，创新文旅合作机制，
打造友城合作典范，使双方民众进一步加深
了解和认知，增强彼此之间的亲和力，不断开
创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新局面。

佟福德、赛熙军、贝拉说，本届中国－中东
欧国家博览会是一场精彩纷呈、世界关注、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博览会，充分展示了中国疫情
防控的战略成果、经济社会发展的蓬勃活力，
也全面展现了浙江、宁波承办高规格国际盛会
的能力水平。他们表示将推动本国加强与中
国、浙江、宁波各领域的交流合作，积极参与中
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建设，分享示
范区建设的巨大红利，加深彼此之间的友谊。

施惠芳、李关定参加相关会见活动。

彭佳学分别会见
捷克、波兰、斯洛伐克驻华大使

本报讯 （记者易鹤） 昨日上午，中
国－中东欧国家产业合作对接会在余姚举
行。市委副书记、市长裘东耀，斯洛伐克
驻华大使贝拉、保加利亚驻沪总领事斯帕
索夫等出席。

对接会上，共有 17 个项目签约落户
中东欧国际产业合作园，总投资 78.3 亿
元，产业涉及新材料、节能环保、生命健
康等领域。

裘东耀向出席对接会的嘉宾们表示欢
迎。他说，产业合作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
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宁波作为全国首个中
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产业投资
服务高效，产业合作平台健全，与中东欧国
家城市产业合作潜力大。我们将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克强
总理的指示要求，扎实推进中国－中东欧国
家经贸合作示范区建设，【下转第4版③】

17个项目签约落户 总投资逾78亿元

中国－－中东欧国家产业合作对接会举行
裘东耀致辞

习近平在青海考察时强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化改革开放 深入推进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8日下午，习近平在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沙柳河镇果洛藏贡麻村考察时，向村民们挥手致意。（新华社发） 7日下午，习近平在西宁市城西区文亭巷社区阅览室，了解社区向青少年提供公益性课后托管服务情况。（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徐展新）长期以
来，宁波的开发区（园区）受经济模
式变革和要素资源日趋收紧影响，
体制优势和增长支撑作用趋于弱
化，“低、小、散、弱”现象日益突出。
如何改变现状、重构格局，成为必须
答快答好的重要课题。

记者昨天了解到，宁波市政府
近日印发了《宁波市开发区（园区）
整合提升总体方案》，决定走“少而
精”道路，集中力量打造一批重点发
展平台和高能级战略平台。

按照方案，整合的重点目标是

宁波前湾新区、宁波经济技术开发
区、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高能
级战略平台。我市将着手优化空间布
局，统筹空间布局规划，提高土地利
用效率，推动工业集聚发展；提升发
展能级，聚焦主导产业，深化开放合
作，打造创新高地，促进业态融合；深
化体制机制改革，为开发区（园区）的
升级换代扫清道路、畅通渠道。

目前，全市有各类开发区（园
区）298 个，其中国家级 11 个、省级
17 个、市级及以下 270 个，涵盖开放
合作、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港航物

流等领域。今年，298 个开发区（园
区）将整合为 20 个，削减为原有数
量的 6.7%左右，管理机构数量压缩
60%，管理人员压缩 30%，初步建立
功能布局合理、管理机制顺畅、产业
集聚优化的开发区（园区）新体系。

严格控制数量的同时，质量也
要同步提升。到 2025 年，全市计划
创建 3 个以上省级高能级战略平
台，力争全部进入全国前 30 位，其
中 2 个进入全国前 10 位，基本形成
全区域统筹、高效率运转、高质量发
展的开发区（园区）新格局。

从298个整合为20个

宁波开发区（园区）将更少更精更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