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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市区空气质量预测：优至良

记者 杨绪忠 通讯员 张彩娜

健全房地产市场发展长效机
制，完善住房保障体系，深化住房
租赁试点⋯⋯住房问题关系民生福
祉，也是实现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的
基本保障，为不断改善群众居住条
件，我市将多方发力出实招，让百
姓住得安心、住得放心。

健全房地产市场体系

今年 4 月，我市再次加码房地
产市场调控政策，扩大限购区域，
加强交易管理，加大住宅用地供
应，严审购房首付资金来源，从而
有效地遏制了市场趋热苗头，使市
场回归理性。为健全房地产市场机

制，保障住房用地合理需求，我市
还按照自然资源部住宅用地分类调
控政策要求，改革了土地出让方
式，集中组织住宅用地出让，力图
减少“炒地”现象。

房地产牵涉千家万户，保持市
场的平稳发展，是实现城乡居民共
同富裕的基石。市委全会通过的

《宁波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先
行市行动计划》 明确提出，未来我
市将建立人口净流入和土地供应联
动机制，健全商品房市场健康发展
长效机制。创新实施“限房价、限
地价、定品质、竞自持租赁房”土
地出让方式确保房地产市场健康平
稳发展。

“今年以来，宁波房地产市场
进一步回稳。无论市场环境如何变

化，我们始终坚持调控不动摇、不
放 松 。” 市 住 建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我市将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决落实“房住
不炒”的要求，确保政策的延续性
和稳定性。

面对市场新形势，我市相关部
门将密切监测市场变化，对苗头
性、倾向性问题果断出手，实施动
态化的巡查机制和专项整治行动，
联合金融、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严
厉打击房地产企业违法违规销售行
为，坚决遏制投机炒房，确保市场
平稳运行。

完善住房保障体系

据悉，宁波是国内率先实施住

房保障的城市之一，已相继实施了
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限价
房、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政策，通过
不断探索、调整、完善，形成了以
公共租赁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目
前我市住房保障已覆盖到人均可支
配收入线以下的城镇住房困难家庭
和新就业无房职工、稳定就业外来
务工人员等住房困难群体，实现符
合条件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线以
下的住房困难家庭申请一户保障一
户。

按照 《行动计划》，未来我市
发挥公租房“保基本”作用，完善
实物配租和租赁补贴方式，实现本
地城镇户籍住房困难家庭申请公共
租赁住房“应保尽保”。开展新市
民住房保障制度改革试点，采取公
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共有产权
房等形式，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发放
住房补贴，解决无房新市民特别是
从事基本公共服务行业人员阶段性
住房困难。 【下转第10版】

让百姓住得安心住得放心
——解码“甬有安居”行动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镇海区
委报道组房晓暾 通讯员邵鹏博）
制造业是镇海经济的基石、共同富
裕的根基、现代化先行示范的战略
重点。进入新发展阶段，镇海正加
快建设制造强区、质量强区、数字
强区，全力建设浙江省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示范区，为实现“‘十四
五’再造一个镇海”目标提供强大
支撑。

以数字化转型集聚澎湃动能，
正成为镇海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主
旋律。5 月，该区成功揭榜省绿色
石化产业大脑建设试点。目前，绿
色石化产业大脑企业侧已有物资联
储联备、产业地图、能耗管理等 7
个应用场景上线，政府侧有园区管
理、能源消耗等 4 个应用场景上
线。“全省已有 31 家企业使用物资
联储联备应用，其中宁波企业 16
家 ， 已 实 现 联 储 联 备 业 务 129 笔

（次），入库商品数 214 种 （个），
企 业 可 申 请 备 库 商 品 数 6205 种

（个）。” 区 经 信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据悉，上半年镇海数字经济核
心产业增加值 （制造业） 达 6.9 亿
元，同比增长 18%。

在产业创新驱动下，镇海制造
业企业由传统的“大块头”不断向现
代的“高精尖”方向迈进。在工信部
中小企业局近日公示的第三批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中，镇海有
19 家企业入选，数量居全市首位。
其中入选的宁波甬友电子有限公司
深耕继电器领域 11 年，产品广泛应
用于电器、汽车制造和新能源应用
等领域，并远销海外，格力、美的、奥
克斯等知名品牌均是其合作伙伴。
上半年，甬友电子产值 1.47 亿元，
同比增长 64.7%。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既有
新的招数，也有实的服务。镇海以

“三为”专题实践为引领，以问题
破解为目标，大力推进企业服务保
障，积极开展“问需于企业”三服
务活动。今年以来，该区 8718 企
服平台与企业服务窗口平台精准对
接企业需求，举办各类政策培训
会、融资对接会、招聘对接等活动
10 余场，帮助企业协调解决发展
中的需求难题 3847 个。8718 企服
平台获评我市达产扩能稳增长优秀
服务平台。

数据显示，上半年镇海制造业
投资完成 113.61 亿元，同比增长
138.3%，总量、增速均居全市第
一。在日前发布的 2020 年浙江省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评估报告中，镇
海位居全省县 （市、区） 高质量发
展综合评价第一档，其中该区制造
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 57.5%，勇
夺全省第一。

上半年投资总量、增速均居全市第一

镇海做强制造业
挺起经济高质量发展脊梁

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 8 月 4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土耳其总统
埃尔多安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
50 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建交 50
年来，中土关系稳步发展。2010 年
两国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后，各领域
交流合作有序推进。去年以来，双
方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相互支

持，疫苗合作富有成效，加深了两
国人民友谊。我高度重视中土关系
发展，愿同埃尔多安总统一道努力，
以两国建交 50 周年为契机，在涉及
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
互理解和支持，加快对接发展战
略，推动中土战略合作关系行稳致
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埃尔多安在贺电中表示，土中

两国关系具有实现互利发展的良好
基础。过去半个世纪，土中贸易、
投资、交通、旅游等各领域合作取
得巨大发展。两国基于相互尊重推
进战略合作，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
形成积极影响。面对新冠肺炎疫
情，两国团结互助，保障民众身体
健康。土方高度重视双边关系发
展，将继续推进土中战略合作。

就中国土耳其建交50周年

习近平同埃尔多安互致贺电

本报讯 （记者张凯凯 易鹤）
昨日上午，全国疫情防控工作电视
电话会议后，市委副书记、市长、
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裘东耀紧接着召开会议，就贯
彻落实全国会议精神作部署。他强
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
真落实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要求，
全面对照国务院应对疫情联防联控
机制和省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的
部署，按照市委的工作要求，严把
关口、严守阵地，坚持联防联控、
群防群控、精密智控，毫不松懈抓
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坚决
筑牢疫情防控严密防线。

裘东耀指出，当前，全球疫情
上升迅速，全国疫情呈现多点发生、
局部暴发的态势，加上暑期人员流
动多，疫情传播风险进一步加大。各
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高度警惕，把
形势看得更严峻一些，把研判做得
更到位一些，把问题想得更周全一
些，把工作做得更细致一些，严格
把各项防控要求落到实处。

裘东耀强调，要紧绷疫情防控
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有力
有效做好防控漏洞再排查、防控重
点再加固、防控要求再落实。一要
坚决抓好外防输入不放松。坚持

“人”“物”同防，强化全闭环管
理，严格落实海港、空港等关口的
防疫措施，严格执行入境人员转
运、隔离和健康管理规定，严格加
强进口冷链食品、高风险物品的核

酸检测和消毒工作，严厉打击海上
非法入境等行为。二要坚决抓好内
防反弹不放松。严防聚集性疫情，
加强人员密集场所、密闭空间的防
疫监管，督促景区落实好“限量、
预约、错峰”管理要求，严控大型
会议等人群聚集性活动。严防定点
医疗机构、集中隔离场所发生交叉
感染，切实发挥医疗机构、零售药
店的“哨点”作用，坚决堵塞漏
洞、筑牢防线。三要坚决抓好重点
人员管控不放松。加强重点地区来
甬返甬人员的健康管理，做到追踪
排查无一遗漏、核酸检测应检尽
检、落地管控应管尽管。加强高风
险岗位人员的闭环管理和健康监
测，督促落实落细防疫规定，提高
核酸检测频次。四要坚决抓好责任
落地落实不放松。强化组织领导，
压实“四方”责任，落实“四早”
措施，做好督导检查，确保责任落
实到位、风险管控到位。完善快速
应急响应机制，做好应急力量准备
和应急物资储备，确保应急有序、
处置有方、防控有效。五要坚决抓
好宣传引导和培训演练不放松。及
时准确发布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
组织群众参与群防群控、做好应急
演练，引导市民积极接种新冠疫
苗、自觉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全面
落实个人防护措施、暂缓出省旅
游、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和已有阳
性病例报告的地区。

施惠芳、黎伟挺、许亚南及马
建哲、朱金茂参加。

裘东耀部署落实全国疫情防控
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严把关口 严守阵地
筑牢疫情防控严密防线

记者 汤丹文 林海

一城五金，全面开花！
在 2020 东京奥运会已结束的

比赛中，宁波 7 名运动员参赛，一
举拿下 5 枚金牌，创造了历史！不
仅如此，这些金牌成色十足，可圈
可点。

——7 月 24 日，东京奥运会的
首个比赛日，飒爽可爱的宁波小娘
杨倩一鸣惊人，最后一枪逆转对
手，夺得女子 10 米气步枪冠军，
赢得了最受世人关注的奥运首金。

——7 月 27 日，杨倩和队友杨
皓然合作，“射落”气步枪混合团
体赛的历史首金，杨倩也成为首位
在同一届奥运会比赛中获 2 枚金牌
的中国射击选手。

——7 月 28 日，里约奥运会举
重冠军石智勇在男子 73 公斤级比
赛中以舍我其谁的气势，再次夺得
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

——7 月 30 日，第三次走进奥
运赛场的宁波小伙汪顺，在泳池里
以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摘得男子 200
米混合泳的金牌，这是中国男选手
在该项目的首枚奥运金牌，他也成
为中国男子游泳奥运夺金第二人。

——8 月 3 日，最后一个出场
的 16 岁体操选手管晨辰以最高的
难度，稳稳地为中国拿下平衡木的

金牌，也为宁波健儿的奥运夺金之
旅画下了圆满的句号。

“这次，宁波真的神了！”一位
搞了 30 多年竞技体育的朋友这样
对记者说。

在东京奥运会开幕前，他曾为
记者细细梳理了宁波奥运军团的六
个看点，在他原先的估算中，能拿
下 一 两 枚 金 牌 就 是 胜 利 。“ 没 想
到，六个看点，五个爆发，而且都
夺了金牌！”

8 月 3 日晚上，宁波人的朋友
圈一片沸腾：“宁波，冠军之城！”

“奥运五金，宁波亮了！”
这个城市的人们，因为奥运佳

绩而生发的豪迈之情，溢于言表。
竞技体育尽管会有一定的偶

然性，在奥运会上夺金更需天时
地利人和。但是，这次宁波在奥
运 会 上 “ 一 城 五 金 ” 的 神 奇 背
后，正是数十年间几代体育人和
一座城市在奥运之路上的筚路蓝
缕和持续接力。

一座城市与它的奥运
圆梦之路

其实，在中国，很少有哪一座
城市，像宁波一样，与百余年的现
代奥运史有着这么深的历史渊源。

1922 年，宁波奉化人王正廷

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他因此被
誉为“中国奥运之父”；

1936 年柏林奥运会，宁波人
舒鸿执哨奥运会历史上首次篮球决
赛，在现代奥运史上留下浓墨重彩
的一笔；

1948 年的伦敦奥运会，代表
中国参加奥运会马拉松比赛的选手
是来自宁波镇海的聋哑运动员楼文
敖；

到了当代，在奥运事业中，活
跃着许许多多宁波人的身影。一个
最有力的例子：新中国重返奥运大
家庭以及北京申奥成功的功臣，就
是担任了中国奥委会秘书长 12 年
之久的宁波余姚人魏纪中。

在奥运争光的历程中，宁波选
手的夺金之路也让人魂牵梦绕。

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许贤
元参加帆船项目的角逐，成为新中
国成立后，参加奥运会比赛的宁波
选手第一人。

何时能有宁波运动员站在奥运
会的最高领奖台？这么多年来，很
少有哪个城市的人，对奥运金牌有
如此强烈的企盼。

这个悬念，直到 32 年后的 2016
年才得以解开——作为苗子引进的
石智勇，在里约奥运会“石破天惊”，
在男子 69 公斤级举重比赛中为宁
波摘得首枚奥运金牌。

而延期举行的 2020 东京奥运
会，宁波竞技体育从厚积薄发转为
厚积“爆发”——“五金”的荣
耀，是一代又一代宁波体育人接续
拼搏的结果。

据不完全统计，过去 5 年，宁
波运动员获得世界冠军 20 个，亚
洲冠军 24 个，全国冠军 172 个。

数字说明了一切，这也印证了
竞技体育好比是一座金字塔，而奥
运冠军正是塔尖上熠熠生辉的颗颗
明珠。

一座城市与它的竞技
体育之塔

这数十年来，宁波竞技体育的
巅峰之塔到底是如何铸就的呢？

凡事预则立。竞技体育出成
绩，得益于一个长期有效的规划，
一个完善的选材训练体系，一支敬
业的高水平教练员队伍，一系列强
有力的保障措施。相关人士认为，
竞技体育竞争的终点表现在赛场
上，但竞争的源头其实要回溯一个
很长的“链条”。对地方体育部门
来说，前端的环节有很多，以宁波
的 夺 金 项 目 而 言 ， 就 是 充 分 的

“预”的结果，这个“预”，就是提
前的规划以及规划后一步一个脚印
坚定实施。 【下转第5版】

“一城五金”的神奇背后

共同富裕先行18策

人民日报聚焦浙江打造精神文明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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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样游泳——

黄雪辰/孙文雁摘银

龙舟亮相东京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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