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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在宁海县大佳何镇
涨坑村，由该村村民组成的笑傲江
湖队打出小洪拳，意气风发，由咏
春高手组成的叱咤风云队前来“攻
擂”，打得酣畅淋漓。当天，500
余人集聚涨坑村，参加这场乡村版
的“武林大会”。

涨坑村 1800 多个村民几乎人
人舞狮习拳，是名副其实的武术
村。今年 5 月，东华大学服装与艺

术设计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陈庆
军团队进驻涨坑村，挖掘该村的小
洪拳、垒地狮等传统武术文化，提
炼出“功夫涨坑”IP 形象，并运
用到村庄改造提升、产业植入等各
个环节，助力乡村振兴。

图为“武林大会”上，98 岁
高龄的“功夫奶奶”张荷仙 （右）
饶有兴致地和外国功夫爱好者过招
交流。 （严龙 蒋攀 文/摄）

本报讯（记者孙佳丽） 据宁波
海关统计，今年 1 月至 5 月宁波口
岸进出口 7685.7 亿元人民币，比去
年 同 期 增 长 31.7% 。 其 中 出 口
5464.6 亿元，同比增长 33.3%；进
口 2221.1 亿元，同比增长 27.9%。

具体看，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
提升。前 5 个月，宁波口岸一般贸
易 进 出 口 6877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34.7%，占同期宁波口岸进出口总
值的 89.5%，比去年同期提升 2 个
百分点。

异地企业进出口占比近六成。
1 月至 5 月，宁波企业在宁波口岸
进 出 口 3174.7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34.1%，占同期宁波口岸进出口总
值的 41.3%。异地企业在宁波口岸
进 出 口 4511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30.1%，其中省内台州、金华、杭
州等 10 市在宁波口岸进出口全部
实现增长。

民营企业活力增强，对进出口
增长贡献超八成。1 月至 5 月，宁波
口岸进出口以民营企业为主，进出
口 5368.8 亿元，同比增长 39.1%，占
同期口岸进出口总额的 69.9%，比
重提升 3.7 个百分点，对宁波口岸进

出口整体增长贡献率达 81.5%。
宁波口岸与主要贸易伙伴进出

口保持高速增长。
前 5 个月，宁波口岸前十大贸

易伙伴全部实现增长，合计进出口
5206.9 亿元，同比增长 35.4%，高
于同期宁波口岸进出口增速 3.7 个
百分点，占同期口岸进出口总额的
67.7%。其中，欧盟 （不含英国）、
美国和东盟为前三大贸易伙伴，分
别 同 比 增 长 34.9% 、 46.6% 和
37.7%。同期，宁波口岸对“一带
一 路 ” 沿 线 国 家 和 地 区 进 出 口
2527.7 亿元，同比增长 24.2%。

1月至5月宁波口岸进出口超7600亿元
民企贡献超八成

本报讯 （记者朱宇 徐展新）
6 月 11 日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
议，传达学习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领导小组全体会议精神，研究我
市贯彻落实意见。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彭佳学主
持会议。

会议指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
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对
宁波而言，融入长三角、服务一体
化，既是重大政治责任，也是重大
发展机遇。我们要深刻领悟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中央推动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全体会
议、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精
神，按照省委的部署要求，紧扣

“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
词，提高政治站位，扛起历史使
命，着力锻造服务国家战略的硬核
力量，加快打造具有宁波辨识度的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重大标志性成
果，为全国全省大局作出更大贡
献。

会议强调，要提升自身发展能
级，围绕国家和省里赋予宁波的功
能定位、使命任务，把握与兄弟城

市错位发展、协同发展的要求，不
断巩固放大港口、开放、制造业等
优势，着力补齐科技创新、数字经
济、城市建设等突出短板，加快提
升竞争力、创新力、美誉度。要
加快平台项目建设，强化争先创
优 导 向 ， 用 好 问 题 及 时 主 动 发
现、有效解决闭环机制，紧盯工
作要点明确的标志性工程、一体
化发展平台、重点项目，压实工
作责任，制定工作计划，倒排任
务进度，高质量高效率抓好推进
落实，确保年年都有新进展、新
亮点。要完善互利合作机制，创

新推出一批与兄弟城市互利合作
的机制载体，主动接轨上海，积
极唱好杭甬“双城记”，加快推进
甬舟、甬绍、甬台一体化，促进
力量聚合、经验互鉴，努力创造
城市与城市、都市圈与都市圈之
间同城化、一体化发展的实践范
例。要提升共同富裕成色，积极参
与、扎实推动长三角医疗、教育、
社保、养老、旅游、文化、户籍管
理等一体化合作，每年实施一批各
方欢迎、群众满意的民生实事项
目，争取在区域内率先实现人的全
生命周期公共服务优质共享。

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中央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领导小组全体会议精神

加快打造具有宁波辨识度的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重大标志性成果
彭佳学主持 本报讯 （记者易鹤 单玉紫

枫） 未来五年乃至十五年，宁波如
何借力港口硬核力量，加快浙江自
贸区宁波片区建设，服务国家重大
战略资源保障？近日，市政府办公
厅印发 《宁波新型国际能源贸易中
心建设方案》。《方案》 提出，到
2025 年，我市将累计吸引 100 家全
球知名油服公司入驻，油气及化工
品储存量、交易规模大幅提升，数
字人民币落地运行，人民币国际化
水平显著提升，油气及化工产品定
价权和影响力明显提高。

石油及石油产品，被称为“工
业的血液”，不仅是民生必需品，
更是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的重
要物资。去年 9 月，国务院宣布中
国 （浙江） 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至
宁波，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油气
资源配置中心是宁波片区的五大重
要功能定位之一。

建设宁波新型国际能源贸易中
心，正是为了发挥自贸试验区先行
先试制度优势，有效链接全球高端油
气资源，通过数字化改革，推动大宗
商品国际贸易制度变革和技术创新。
这既是浙江自贸区宁波片区建设的
重要内容，也是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资
源保障能力提高的迫切需要。

《方案》提出，宁波新型国际能
源贸易中心涵盖“一中心三区”，

即国际能源集疏运中心和国际能源
供应链创新先行区、国际能源金融
法律服务先行区、国际能源高端智
库和人才先行区。

《方案》 明确了宁波新型国际
能源贸易中心建设的七大任务，包
括重点探索建设能源贸易新平台、
新设施、新服务、新模式等。在打
造能源贸易新平台方面，我市将建
设能源贸易企业总部基地、搭建能
源贸易和交收服务平台、建设能源
贸易国际结算中心，建立航运物流
集成服务平台，全力为能源贸易企
业搭建专业平台。在探索能源贸易
新设施、新服务、新模式上，《方
案》 提出，我市将推进码头和航道
设施建设、打造集散分拨和多式联
运中心、提升并扩建能源仓储场
所，并以集聚能源金融服务机构、
创新能源贸易金融服务、建立价格
信息发布平台、建立能源法律服务
中心等举措，让硬件更“硬”、软
件更“软”。

《方案》 还提出，到 2035 年，
我市油气及化工品储存量、油气贸
易额、油气交易规模将在 2025 年
基础上实现翻番，数字人民币结算
进一步推广，大宗商品人民币交易
主导权逐步确立，成为全球知名油
气及化工品集散中心、定价中心和
标准制定中心。

宁波出台新型国际能源
贸易中心建设方案
力争到2025年集聚100家全球知名油服企业

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余姚市
委报道组谢敏军） 连日来，余姚广
泛开展“机关干部齐上阵，清洁家
园我先行”主题志愿服务活动，该
市广大机关干部深入所联系的村

（社区），积极开展清理生活垃圾、
清洁基础设施、清洁河塘水岸、清

除乱涂乱贴等行动，近一个月来，
累计 5200 余人次下村 （社区） 开
展志愿服务。这是余姚以志愿服务
为抓手全面推进为群众办实事的一
个写照。

学史力行，实干为民。余姚始终
把党史学习教育与解决实际问题结

合起来，以为群众解难题、谋幸福为
主线，深入实施“十大民生实事专项
行动”，扎实推进 57 项重点任务，不
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余姚相关部门结合自身职责出
台有效举措。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建立“崇军联盟”，组建涵盖商贸
商超、餐饮娱乐、医疗康养、交通
物流、文化旅游、金融保险、教育
培训、咨询服务等多领域的“崇军
联盟”110 余个，所有联盟的商家
给予退役军人最低折扣优惠，让退
役军人享受到优质产品、优先待
遇、优惠价格“三优”服务。

面对广大农村群众，余姚深化
推进党员联户“联六包六”工作
法。以“党员在身边、温暖千万
家”为主题，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
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
织发动 3 万多名农村党员走访所联
系的农户，以党员“辛苦指数”换
取群众“幸福指数”。今年 70 岁的
潘云海是朗霞街道新南王村村民，
因儿女不在身边，自己又体弱多
病，无力收割油菜。获悉这一情况
后，朗霞街道 9 名志愿服务“红管
家”队员自带收割工具帮助老潘收
割油菜。大隐镇云旱村村干部洪飞
龙在包片联户走亲联心走访中，了
解到一村民因家中变故卖掉房子同
心智障碍的儿子租房居住，及时帮
助他们办理了低保。据统计，自党
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余姚已经为
群众办实事 7300 余件。

余姚学史力行服务群众解民忧
已为群众办实事7300余件

徐剑锋

宁波人的老手艺情结很浓。传
统竹工艺、乌糯粉制作、木偶摔跤
……这几年，一些老手艺不断放大
品牌效应，在“活态保护”中苦练
内功、提升品质，成为“网红”，
走出了一条逆势突围的发展之路。

让老手艺活下来，是对优秀传
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亟须从政策
扶持、资金落实、人才培养等方面
给予大力扶持，为老手艺的有效保
护、合理利用、传承发展打开一扇
窗。

市场竞争，不进则退，慢进也
是退。于老手艺而言，开拓新市

场，关键是树牢新思维。置身于
“互联网+”时代，消费市场不断
被细分，新业态持续涌现，人们消
费理念、消费习惯也在发生改变。
因此，老手艺应“一切围绕消费者
转”，充分把握新的消费市场和消
费需求，特别是要读懂年轻人的消
费观，着力推动情怀消费转向习惯
消费，从而闯出一片新天地。

其实，老手艺本质上就是在竞
争发展中形成的精品，市场竞争越
激烈，就越需要创新。让老手艺熠
熠生辉，既要传承和放大老手艺蕴
含的工匠精神，保留传统记忆、传
统口味赋予的“内在美”，更应以
新技术、新工艺、新设计自我加
压，通过创新生产流程、经营理
念、销售模式，得到振兴和发展，
获得更大的市场主动权。

让老手艺熠熠生辉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12 日电
（记者胡喆）“十四五”及未来一个
时期，中国航天将按照国家对航天
强国建设的决策部署，加快推动空
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
发展，重点提升航天科技创新动
力、经济社会发展支撑能力，积极
开展更广泛的国际交流合作。包括
实施近地小行星取样返回和主带彗
星环绕探测任务、实施火星取样返
回任务等。

国家航天局新闻发言人许洪亮

在 6 月 12 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正式发布了中国航天“十四五”及
未来一个时期发展的重点规划。

许洪亮介绍，“十四五”及未
来一个时期，将重点推进行星探
测、月球探测、载人航天、重型运
载火箭、可重复使用天地往返运输
系统、国家卫星互联网等重大工
程。

“其中，在大家最关心的行星
探测方面，2025 年前后，将实施
近地小行星取样返回和主带彗星环

绕探测任务，实现近地小行星绕飞
探测、附着和取样返回；2030 年
前后，实施火星取样返回任务；还
将实施木星系环绕探测和行星穿越
探测任务。”许洪亮说。

许洪亮表示，中国的行星探
测工程，统筹考虑工程技术发展
和热点科学问题研究的需要，明
确在 2030 年前，以火星探测为重
点和主线，按照“一步实现绕着
巡、二步完成取样回”的路线进
行。

我国2030年前后实施火星取样返回任务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余姚交通建设史上最大投资项目——G228陆埠互通及S319丈亭互通建设工程（胜陆公路余姚段）进展顺利，多个节点进入施工高潮。该项目北接前湾
新区慈溪胜山，往南跨越杭深、萧甬铁路和姚江后，与在建的杭甬高速陆埠互通相接，全长9.2公里，总投资25.47亿元。目前，该项目东溪互通主体基本完工，
草籽岗隧道正在进行机电装饰工程施工，姚江大桥计划于8月中旬合龙，主线计划于9月底全线贯通。图为姚江大桥建设现场。 （严龙 冯叶 摄）

武术村里的“武林大会”

南北通衢建设南北通衢建设，，冲刺冲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