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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说的不仅仅是“钱
袋子”的事，更要为每位市民创造
平安和谐、舒心幸福的良好环境。

在绘就共同富裕壮丽画卷的过
程中，社会治理是一块起着重要作
用的“压舱石”。

平安共建共治共享，不仅仅是
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也是实现共
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贴身服务，让群众共
享发展成果

社会治理不是空中造楼阁，而
是要拿出“绣花”的态度精益求
精，让服务下沉打通“最后一公
里”。

在党组织领导下的“四治融
合”基层治理体系基础上，宁波正
深化全域党建联盟建设，做实街道

“大工委”、社区“大党委”制，完
善“一肩挑”后的村 （社区） 治理
机制。

无论是在偏远山区，还是沿海
岛屿，无论是楼宇社区，还是乡镇
村庄，都能感受到不断下沉的社会
治理资源以及不断完善的社会治理
机制带来的红利和实惠。

健全村 （社区） 议事协商机
制，推广村民说事、乡贤参事、民
情恳谈等多元参与模式。落实社区

“365 服务工作法”“书记一点通”
等便民服务机制，激发社会治理的
内生动力；

规范村 （社区） 便民服务站建
设，加快推动自助办、远程办向村

（社区） 延伸覆盖，建立完善帮办

代办制度，深化网格化为民服务机
制，加快建成“15 分钟村社办事
圈”，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便利生
活；

推进“法律服务进村为民”工
程，建设村级“三资”管理数字化
应用系统，深化村级小微权力清单
制度，落实村级事务公开“阳光工
程”，让法的精神和服务真正落到
实处；

推广“乡村德治二十条”“道
德庭”“婚丧礼俗整治”等经验方
法，让“办酒不铺张、垃圾不落
地、河道不洗衣、车辆不乱停、庭
院不乱堆、公共场所不吸烟”的乡
村新风尚蔚然成风⋯⋯

更加优质的服务体系、愈加完
善的公共设施、更加丰富的精神生
活——这些看得见的满满获得感，
一点一滴筑起了共同富裕的康庄大
道。

矛盾化解，让群众更
加舒心舒畅

上医治未病，防患于未然。
社会治理强基赋能行动的重要

一环，就是要让矛盾纠纷依法得到
有效化解，节约社会成本，提高治
理效率，促进社会和谐。

近年来，在“枫桥经验”的基
础上，我市大力推进县级社会矛盾
纠纷调处化解中心规范化建设，探
索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12309
检察服务中心整体入驻，以系统化
的思维和闭环式设计，让矛盾纠纷
就地解决，力争到 2025 年，实现
95%以上信访问题和矛盾纠纷在县
域内就地化解。

邻里乡亲的鸡毛蒜皮事、来自
基层的初信初访件、涉及多个部门
的投诉案⋯⋯我市努力打通不同行
政司法资源的壁垒，整合公检法司
的资源和专业队伍，捏指成拳，努
力为日趋多元复杂的矛盾纠纷提供
解决渠道。

比如，要健全诉源治理常态化
工 作 机 制 ， 推 进 源 头 “ 联 动 防
讼”、诉前“联治减讼”、诉中“联
调化讼”、诉后“联合息讼”全过
程诉源治理；健全“党建+信访”
工作体系，落实“主官领办”初信
初访办理机制；又比如，推广“大
徐经验”，深化“老潘警调中心”
等“互联网+警调衔接”调解新模
式，建立轻刑案件一揽子调处机
制。

与此同时，我市鼓励支持律
师、法学和法律工作者常态化参与
矛盾化解，推进法律职业共同体建
设，提升“移动微法院”功能，提
高法律援助案件代理质量，加大相
对欠缺地区律师培养力度，让公平
正义体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

数字赋能，为风险防
控插上智慧翅膀

社会治理，离不开聪明的“大
脑”和敏捷的“神经”。

“目前，我们正朝着整体智治
的方向努力。借助数字赋能，不仅
群众动动手指就可以迅速反映问
题、反映风险隐患，而且可以倒逼
事件的快速流转、快速处置和反
馈，尽可能减少过去部门之间‘踢
皮球’的情况。”市委政法委研究
室的邬烈波说。

在宁波，基层治理“四平台”
信息系统经过 6 年运行，形成了

“四纵三横”整体系统架构，实现
部门数据线上共享、诉求信息线上
报送、研判分流线上推送、处置全
程线上留痕、考核督查线上实现、
三色图谱线上生成、信用积分线上
体现，正加快推进“基层治理四平
台”的迭代升级，重构功能性平台
体系，完善指挥处置体系。

底数清、位置明，才能做到遇
事不慌、心中有数。近年来，我市
依托雪亮工程、全息感知网络系
统，打造数据信息一体标注、基础
要素一网智控、城市态势一图展示
的精密智控平台，健全社会治安防
控体系，全面提升社会风险智慧防
控水平。

在消防、道路交通、危险化学
品 、 渔 业 船 舶 等 10 个 重 点 行 业

（领域），健全安全生产问题及时发
现 闭 环 处 置 、 风 险 分 级 管 控 机
制 ； 以 三 江 流 域 洪 水 、 城 区 内
涝、海上防台、山洪、地质灾害
等领域为重点，建设一体化、数
字化应急防控网络；全面提升燃
气、道路地面、建筑工地、桥梁隧
道、电梯等安全监测监管的预见性
和精准度，加快城市运行各类风险
隐患全面起底、上图入库，健全城
市安全运行机制⋯⋯

社会治理永远在路上。接下
来，我市将继续以政法系统数字
化改革为抓手，建立流转更加顺
畅、反应更加敏捷、群众更加满
意的社会治理体系，大力推进社
会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打造高质
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先行市提供坚
实保障。

全面夯实共同富裕的基石
——解读社会治理强基赋能行动

本报讯（记者俞永均 通讯
员葛天立） 据宁波舟山港生产快
报显示，8 月 11 日、12 日、13
日，宁波舟山港集装箱吞吐量分
别完成 8.5 万标准箱、6.4 万标准
箱、7.7 万标准箱，三天日均吞
吐量超 7.5 万标准箱，相当于 7
月份日均吞吐量的近九成，港口
生产作业总体平稳运行。

宁 波 市卫健委 8 月 11 日通
报，宁波梅东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码头在例行检测中，发现 1例新冠
病毒核酸检测可疑阳性人员，当日
被确诊为无症状感染者。梅山码头
疫情发生后，宁波舟山港第一时间
成立疫情紧急处置工作专班，各
码头作业单位迅速落实疫情防控
举措，配合做好相关人员的核酸
检测、隔离和治疗工作，组织开展
重点部位消杀，举一反三强化其他
码头公司人员管理。

记者了解到，从 8 月 11 日

330 起，梅东公司已暂停所有进
提箱服务及船舶作业，除梅山港区
外的其他港区均正常有序生产。

连日来，宁波舟山港系统排摸
各码头作业能力，发挥全港生产系
统联动作用，结合宁波舟山港各码
头泊位靠泊等级和极限作业能力、
最近一周船舶抵港计划等，与各大
船公司积极协商，合理调整原计划
靠泊梅东公司的船舶至其他港区作
业，并将港口生产动态信息在海港

EDI 网站和易港通平台实时发布，
推动集装箱作业平稳运作。

宁波舟山港相关负责人表示，
各码头公司将根据堆场情况合理调
整进箱时间，减少梅东公司船舶调
整后给其他码头堆场带来的影响，
确保客户顺利出货。后续，将进一
步统筹下属各港区现场作业人员，
按照省市相关疫情防控工作要求，
做好梅东公司下一步恢复生产后的
现场作业人员安排方案。

宁波舟山港通报11日至13日生产情况

日均吞吐量超7.5万标箱

宁波舟山港生产作业总体平稳宁波舟山港生产作业总体平稳。。（（汤健凯汤健凯 摄摄））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引领中国经济稳中向
好，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社
会大局保持稳定，在向着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新的伟大进军中，
迈出稳健而坚实的步伐。

乘风破浪开新局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十四五”稳健开局纪实

本报讯（记者王岚 通讯员刘
健） 实施“小微企业三年成长计
划”是宁波近年来促进民营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日前，我市
部署第三轮“小微企业三年成长计
划”（2021-2023 年），明确三年内
新增小微企业 9.5 万家以上，新增
八大万亿产业小微企业 3.6 万家以
上，推动宁波小微企业高质量发
展。

宁波小微企业量大面广，据统
计，截至 7 月底，全市实有各类市
场主体 115.3 万户，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占比达 96.2%，小微企业
成长已成为宁波经济社会发展的一
个重要增长点。

新一轮“小微企业三年成长计
划”指出，通过持续深化“个转
企、小升规、规改股、股上市”工
作 ， 实 施 “ 小 巨 人 ” 培 育 行 动 、

“雄鹰行动”“凤凰行动”和企业技
术创新赶超工程，培育“单项冠
军”“专精特新”企业。三年内，
还要新增“规下”升“规上”工业
小微企业 1000 家，新增科技型小
微企业 2100 家；新增普惠小微贷
款 1200 亿元以上，新增个体工商

户经营性贷款 400 亿元以上，新增
普惠小微首贷户 4 万户以上，新增
小微企业首贷户 2.5 万户。

为达成一系列“硬指标”，新
一轮计划明确了九项保障措施，包
括构建更高效便捷的准入环境、维
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健全完善
金融赋能有效机制、健全完善人才
赋能培育机制、健全科技平台赋能
共享机制、建立高质量企业信用指
标体系、推进并保护创新发展、大
力推进集聚发展行动、落实小微企
业税收赋能行动等。

据悉，第二轮“小微企业三年
成长计划”（2018—2020 年） 实施
期间，全市新增小微企业 178260
家，新增八大类重点产业小微企业
44514 家 ， 完 成 “ 个 转 企 ” 6500
家、“小升规”企业 2660 家。全市
小微企业营业收入、就业人数、技
术合同成交额、拥有授权专利增长
比 例 分 别 达 到 53% 、 102% 、
110%、60%，超过 30 万家的小微
企业更是贡献了全市 53%的主营业
务收入、30%的营业利润、37%的
技术合同成交额、超过 60%的就业
岗位。

我市启动第三轮
“小微企业三年成长计划”

本报讯（记者黄程 江北区委
报道组张落雁 通讯员陈冰曲）近
年来，江北区涌现出一批发展势头
强劲的高成长性新兴产业企业。宁
波捷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爱
她基因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被
评为宁波“最具投资价值企业”。高
端装备制造业和新材料产业是江北
新兴产业中的明星，除此之外，该区
工业物联网、医疗健康等一批新兴
产业也迅速崛起，逐渐成长为拉动
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新引擎。数
据显示，今年 1 月至 6 月，江北装备
制造产业增加值增速位居全市第
一。在“246”产业中，江北的汽车、新
材料等产业增加值增速均快于规上
工业总体水平，其中生物医药产业
增加值增速也位居全市第一。

不久前，江北区新兴产业服务中
心挂牌成立，将统筹谋划好二次开
发、新兴产业育成区规划建设等重点
工作，整理发展脉络，优化产业布局，

明确主攻方向，细化推进措施，开创
江北工业经济转型升级新天地。

在另一边，江北高新园区主动出
击，多方招引，重点引进新材料、新装
备制造、生命健康等新兴产业，对区
域的产业转型升级起到了明显的带
动作用，去年以来园区落户 5亿元以
上大型实体产业项目 7个，以长阳科
技、激智新材料、惠之星新材料为龙
头的膜材料产业链和光学膜材料研
发生产集聚区已初步成形。

“新兴产业是创新型经济发展
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增强区域核心
竞争力和辐射带动力的关键，江北
发展新兴产业势在必行。”江北区相
关负责人表示，江北具有发展新兴
产业的现实基础和空间条件，接下
来将紧盯标杆城市、新兴产业和科
技前沿，聚焦现代服务业、直播经
济、软件与互联网等重点，搭建一批
新平台，集聚一批新产业，为区域经
济发展提供更多支撑。

装备制造产业增加值增速全市居首

新兴产业成为江北
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本报讯（记者殷聪 通讯员漆
淇）力争到 2025 年，产值规模达到
5000 亿级；培育 2 家以上产值超千
亿级的行业龙头企业；建成 1 家国
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记者从市
经信局获悉，宁波市新材料产业集
群发展规划已于近日印发。按照规
划，我市将坚持产业链、创新链、人
才链、政策链、要素链“五链联动”，
力争成为全球有影响力的新材料创
新领军城市和产业高地，打造并形
成“新材料产业看宁波，做材料来宁
波”的品牌。

据介绍，新材料是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基石。作为全国
首批 7 个新材料产业国家高技术产
业基地之一，近年来宁波大力发展
新材料产业，不断加码在化工新材
料、金属合金材料、稀土磁性材料、
功能膜材料和石墨烯材料等领域的
研发与应用，新材料产业规模领先
全国。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宁波新
材 料 产 业 量 质 齐 升 ，完 成 产 值
1575.4 亿元，同比增长 56%；实现利
润 152 亿元，同比增长 119.9%；实现
增 加 值 264.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6.7%。

“新材料产业是我市重点打造

的 5000 亿级产业集群。”市经信局
相关负责人说，在建设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先行城市，打造有全球影响力的
新材料创新领军城市和产业高地的
关键时期，加快培育和发展新材料产
业，不仅有利于破解瓶颈制约、实现
新旧动能转换，也是构建新发展格
局、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迫切需
要，对推动宁波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按照计划，我市将进一步聚焦
九大新材料方向，重点培育两大前
沿领域，着力培育一批标志性产业
链，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建设一
批重点项目和创新服务平台。其中，
宁波将做大做强化工新材料、金属
新材料、稀土永磁材料、电子信息材
料、功能膜材料五大领域；重点提升
海洋新材料、新能源材料、生物医用
材料以及石墨烯材料四大领域；重
点培育智能材料、3D 打印材料前沿
领域。

与此同时，我市将着重培育自
主可控的标志性产业链，推进重大
项目建设，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建设高端创新创业平台，培育千百
亿级有竞争力的企业梯队，优化产
业发展环境，深化对外交流合作，助
力新材料产业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打造“新材料产业看宁波，做材料来宁波”品牌

我市发布新材料产业
发展五年规划

■“第一步要迈准迈稳，迈出新气象，迈出新成效”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更好的生活，我们一起来推动、来实现”
■“始终不渝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

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第4版

“我年轻，请派我去!”
北仑2000余名志愿者奋战防疫一线

坚决守好疫情防控“小门”
北仑253个党群服务中心2万余名党员参与防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