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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推荐

社保卡“一卡通”在宁波蓝图变实景
48家A级景区可直接刷码过闸，366家商户面向全国持
卡人推行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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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出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新政
A6版

前三季度中国经济
同比增长9.8%

A7版

本报讯（记者黄程 杭州湾新
区报道组赵春阳 通讯员徐璐） 兴
慈一路跨十一塘江桥工程，获得两
项国家级一等奖、两项省级一等
奖；滨海新城玉海西路 2 号桥，荣

获中国钢结构金奖；全市最长的地
下综合管廊全面完成建设⋯⋯近
期，宁波前湾新区杭州湾片区喜讯
连连。片区内的前湾滨海新城，正
伴随着接踵而至的喜讯快速崛起。

作为我市唯一的全国产城融合
示范区，杭州湾片区内的宁波前湾
滨海新城，目前正按照“产城融
合、区域一体、紧凑集约、智慧绿
色”的理念，立足生产性服务业和

生活性服务业双擎驱动，以国际化
标准推进高品质建设，助力杭州湾
高质量发展。

新城建设，基建先行。宁波前
湾滨海新城开发建设指挥部相关负
责人介绍，开发至今，新城已经完
成基础设施项目固定资产投资 130
亿 元 。 除 主 干 道 外 ， 13 条 次 干
路、支路已经竣工，在建的 30 余
条市政道路也进入收尾阶段，飞跨
十一塘江的五座桥梁均迎来了重要
工程节点。 【下转A7版】

超百亿投入 产城人融合

前湾滨海崛起高品质新城

本报讯 （记者廖惠兰） 昨日
在河南三门峡市举行的第三届中
国考古学大会上，全国“百年百
大考古发现”终评结果揭晓。我
市余姚河姆渡遗址入选，与浦江
上山遗址、余杭良渚遗址、杭州
南宋临安城遗址及官窑遗址一起
成为浙江 4 处入榜的考古遗址。

其中，我市入选“百年百大

考古发现”的余姚河姆渡遗址，
以河姆渡、田螺山、鲻山三个同
属河姆渡文化的新石器时代聚落

遗址为核心，也是宁波历史文化
遗产中最耀眼的瑰宝。

【下转A6版②】

余姚河姆渡遗址入选余姚河姆渡遗址入选
全国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本报讯 （记者张正伟） 近日，
“凤凰行动”宁波计划开启新一轮
“攀高”，力争到 2025年末，全市境内
外上市公司数量达到 200家，其中新
增科创板上市公司 20 家；上市公司
总市值超过 3万亿元，境内上市公司
总市值排名进入全国前十行列。

根据我市发布的相关实施意
见，“十四五”期间，将深入实施

“凤凰行动”宁波计划，推动资本

市场主体倍增、上市公司质量跃
迁、中介机构聚变升华和金融生态
品质提升，力争上市公司数量和总
市值在今年基础上“双倍增”。

持续推动资本市场“宁波板
块”争先进位，我市相关部门将加
大拟上市后备企业培育力度，建立
多层次、全覆盖的市级拟上市企业
后备库，鼓励企业多渠道上市挂
牌。企业上市辅导备案通过、境内

递交 IPO 申报材料被受理，或在境
外主要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市级
财政将给予不同额度的一次性补
助。国家级单项冠军、国家级专精
特新“小巨人”、高端服务业和科
创板四大类企业成功上市的，市级
财政将给予特别奖励。

上市，还是企业最快的转型升
级。我市将积极引导和帮助企业进
军更高资本市场，提升整体质量和
可持续发展能力。鼓励上市公司立
足主业，开展产业链并购重组；鼓
励金融机构积极稳妥开展并购贷款
等业务，引导政府产业基金重点投
向上市公司符合产业转型升级方向

的并购重组。支持上市公司通过配
股、增发、优先股、可转债、公司
债、资产证券化等市场化方式开展
再融资；推动国有上市公司做大做
优做强，培育和推动一批国有控股
企业 IPO，鼓励国有资本成为上市
公司的基石投资者。

此外，我市还将实施中介机构
聚变升华工程和数智赋能资本先行
工程，支持宁波股权交易中心开展
全国区域性股权市场创新试点，鼓
励甬兴证券发展成为特色精品券
商，规范发展私募股权投资行业，
力争 5 年新增投向宁波项目的私募
股权投资金额 1000 亿元以上。

“凤凰行动”宁波计划开启新一轮“攀高”
“十四五”末力争上市公司达200家，总市值超3万亿元

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10 月 18 日 召 开 会
议，研究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
大成就和历史经验问题。中共中央
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九

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
11 月 8 日至 11 日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
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
史经验的决议》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
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

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决议
稿提请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

会议认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
民主、集思广益，广泛听取了党内
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习近平总书
记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当面
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
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
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和党的十九大
代表对决议稿给予充分肯定，一致
赞成决议稿的框架结构和主要内
容，认为决议稿实事求是、尊重历
史、主题鲜明、总结全面，同时提
出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决议稿
吸收了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意见和
建议。

会议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
产党忠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
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

地上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波澜壮阔
的壮美画卷，使近代一百多年饱受
奴役和欺凌的中国人民站立起来，
使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
族全面迈向现代化，使具有五百多
年历史的社会主义思想在世界上人
口最多的国家开辟出成功道路，使
新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前景。

会议强调，在党的长期奋斗历
程中，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
民、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推动革命、建设、改革取得了
重大成就、积累了宝贵经验。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取得新的重大成就、积累了新的
宝贵经验， 【下转A6版①】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拟提请
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的文件

十九届六中全会11月8日至11日召开

本报讯（记者黄合） 近日，市
委副书记宋越舜率队赴四川省凉山
彝族自治州学习考察，就做好宁
波·凉山两地农业农村发展，助力
凉山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工作进行交流对接。
凉山州委书记段毅君会见了考察
组。

三天时间里，考察组一行先后
前往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凉
山州脱贫攻坚展览馆，布拖县布江
蜀丰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布拖蓝
莓产业园、依撤社区，昭觉县好谷
畜牧业养殖基地、四开镇格洛阿莫
村、三岔河镇三河村、谷克德文旅
项目，西昌市大石板村乡村振兴示
范园，实地考察了解特色种养业、
乡村旅游、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后续
帮扶、群众就业务工等方面情况，
并参加了市县两级共建布拖县蓝莓
产业园和昭觉畜牧养殖基地揭牌仪
式。

宋越舜强调，宁波与凉山虽然

相距千里之遥，但两地的情谊跨越
了山海。对宁波来讲，与凉山建立
对口协作关系，携手绘就共同富裕
美好蓝图，既是义不容辞的政治责
任，也是服务国家战略全局的使命
所在。下步，宁波一定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
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和浙
江、四川两省省委的决策部署，强
化对口协作，持续深化对接，倾注
真情实意，拿出真招实策，合力找
准农业协作契合点，合力探索农技
发展新路径，合力拓展农品消费主
渠道，合力运用农旅融合好经验，
推动东西部协作及农业产业化合作
取得更大成果，努力交出东西部协
作的高分答卷。

其间，双方举办了凉山·宁波
东西部协作座谈会暨项目签约仪
式 ， 两 地 市 州 部 门 、 结 对 县

（市）、企业间签署了 8 项协作协
议，为两地进一步深化东西部协作
工作坚定了信心、奠定了基础。

宋越舜率队赴凉山学习考察

深化东西部协作推动两地农业农村发展

本报讯 （记者易鹤 张凯凯）
昨日，市长裘东耀主持召开市政府
第 149 次常务会议，分析研究前三
季度经济形势，部署四季度经济发
展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
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按照市委工
作要求，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锚定全年目标，推进争
先创优，奋力冲刺第四季度，确保
交出全年经济发展高分报表。

会议指出，前三季度我市经济
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需求、效益
等方面指标平稳增长，民生福祉持
续改善。要强化目标导向、问题导
向，清醒看到发展争先进位、企业
生产经营、市场需求拓展、能耗约
束增大、防范化解风险等方面存在
的压力，以确定性工作应对不确定
性因素，增强定力、集中精力，精
准施策、精细落实，全力推动经济
稳中加固向好发展。

会议强调，要心无旁骛抓落
实，唯实惟先、善作善成做好四季
度经济工作。要毫不放松防疫情，
针对秋冬季疫情防控形势，压紧压
实责任，落实落细措施，巩固来之

不易的防控成果。要紧盯目标争进
位，加强经济运行的动态监测，突
出抓好关键支撑指标稳步增长，认
真做好企业“上规入库”工作。要
完善措施稳增长，推动重点优势产
业平稳发展，促进企业提升创新能
力，高度重视并统筹抓好能耗双控
和电力保供，积极主动帮助企业解
决生产经营中的困难问题。要挖掘
潜力拓需求，强化项目招引建设，
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大力拓展消费
需求，稳定外贸基本盘。要深化改
革优环境，加快推进数字化改革，
抓好全域国土空间综合整治试点等
改革，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要改
善民生促共富，高质量办好民生实
事项目，积极做好就业稳定工作，
加大市场保供稳价力度，持续提升
城乡环境品质。要防范风险保安
全，强化隐患治理、风险管控和应
急处置，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推
进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要
围绕明年抓谋划，认真做好明年发
展目标思路调研、重点任务谋划和
重大政策调整衔接，为明年发展奠
定坚实基础。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裘东耀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

分析研究前三季度经济形势
部署四季度经济发展重点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
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
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决议稿
提请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

■全党必须铭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常怀远虑、居安思危，
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坚持全面从严治
党，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
益，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

10月18日，北京冬奥会火种在奥林匹克运动的发祥地——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古奥林匹亚采集成功。在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赫拉神庙遗址
前，奥运火种再次为北京点燃。左图为扮演最高女祭司的演员乔治乌取得圣火，右图为第二名火炬手——前中国短道速滑运动员李佳军手持北京冬
奥会火炬“飞扬”在火种采集成功后传递。 （新华社发）

奥运圣火再次为北京点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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