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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月 17日电 中
共中央政治局 6 月 17 日召开会议，
审议 《关于十九届中央第八轮巡视
金融单位整改进展情况的报告》。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巡视工作，把
巡视作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全面
从严治党的战略性制度安排。巡视
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两
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聚焦职能
责任强化政治监督，坚持发现问
题、形成震慑、推动改革、促进发

展，发挥了反腐利剑作用。
会议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把抓巡视整改作为推动
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举措，作出
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整改工作指明
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推动巡
视整改取得阶段性成效。金融单位
党委 （党组） 履行整改主体责任，
对照巡视反馈意见抓好落实，一些
突出问题和风险隐患得到化解，领
导班子、干部队伍和基层党组织建
设得到加强。纪检监察机关、组织
部门加强整改监督，对突出问题开

展专项治理，严肃查处一批违纪违
法问题。有关职能部门用好巡视成
果，完善制度机制，加强行业监
管。

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
治执行力，深刻把握金融工作规
律，深化对金融工作政治性和人民
性的认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
融发展之路。要坚持和加强党对金

融工作的领导，防范化解金融风
险，深化改革创新，以动真碰硬的
狠劲、一抓到底的韧劲，持续压实
整改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从政治
上、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纪
律上全面强化严的氛围，推动金融
单位党委 （党组） 全面抓好整改落
实，建立常态化长效化机制，把巡
视整改融入日常工作、融入深化改
革、融入全面从严治党、融入班子
队伍建设，为金融业健康发展提供
坚强政治保障。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审议《关于十九届中央第八轮巡视金融单位整改进展情况的报告》

记者 张凯凯

小，却不容忽视——这是浙江卡
巴尔电气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谭强生
对智能控制细分行业的评价。“小小
一台遥控器，却是起重设备、冶金、建
筑机械、工程机械等领域无法绕开的
节点。曾经，我们就在这上面被国外
企业牢牢‘卡了脖子’。”谭强生说。

盾构机是高端装备的典型代
表，被誉为“机械装备之王”。过去 10
年间，由于技术水平高、制造难度
大，国内大中型企业往往采用进口
设备。盾构机的无线控制装置技术，
更是被掌握在德国少数企业手中。

“中国有着‘基建达人’的称号，
建筑机械无线控制设备的核心知识
产权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谭
强生说。

2020 年 5 月，卡巴尔电气与中
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建立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启动了盾构机管片
拼装机无线遥控装置的研发工作，
向国外公司在这一领域的垄断地位
发起挑战。在研发团队的日程表上，

“两步走”的研发计划格外清晰。
“首先，我们要在软件上完成

100%的国产替代，不光要攻克数据
接口、指令系统、无线通信协议等难
关，更要实现与盾构机设备的即插
即用，与其他遥控器的互换互用。”
谭强生说。

遥控器是设备的“大脑”，而遥
控器本身也需要“最强大脑”。“反映
在盾构机上的每一个动作，实际上
都要靠数据去呈现。想要从‘0’开始
实现遥控器与机械的匹配，实际上
非常困难。”谭强生回忆起第一次实
验时的场景，“遥控器一通操作，但
设备就是动不起来。”

于是，企业的研发人员边学边

做、边摸索边思考，一次次解析数据、
调整代码，终于让盾构机从“呆若木
鸡”变成“步履蹒跚”，再到举手投足

“纵享丝滑”。“如今，遥控器的代码逻
辑、现场工控应用、技术协议，以及空
间无线调度、丢码误码的自动纠错，
我们都有自主知识产权。”谭强生说。

一年多的设计和开发，盾构机
管片拼装机无线遥控装置的硬件也
基本成熟。目前，该产品成功通过了
中国赛宝实验室的电磁脉冲兼容
EMC、高海拔、高低温、IP65 等一系
列测试，同时部分产品还被返销至
欧洲开展适应性测验。针对国产替
代的最后一块拼图——CPU，卡巴
尔电气还专门启动了“换芯工程”，
集中力量攻克难关，力争到今年底
实现所用芯片的国产化率 100%，让
自主品牌真正摆脱桎梏。

从无到有，即是创新。近两年持
续不断的设计开发后，卡巴尔电气实
现了无线遥控装置在盾构机行业的
全覆盖，更会在不久的将来陪同国产
盾构机一起“出海”。“目前，国产盾构
机已经被国外所接受，而我们生产的
遥控器无论是价格还是舒适性、灵活
度等操作体验，都有强大的竞争实
力。”谭强生表示，十年磨一剑，卡巴
尔电气将立志为中国基建护航。

企 业 家 感 言

未来的发展之路，创新仍是卡
巴尔坚持的第一要义。我们希望通
过科研让企业达到这一高度：任何
时间，只要做工程机械类的产品，就
永远绕不开我们！这也正是“卡巴尔
CBR”这一名称的来源——China
Best Remote Control，做中国最好
的遥控器！（浙江卡巴尔电气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 谭强生）

甬企盾构机遥控器
为中国基建护航

易其洋

这些年，城市角落里多了不少
小 公 园 ， 被 人 们 称 为 “ 口 袋 公
园”。这两年，老旧小区改造，一
些小区整治一新，增建了袖珍型、
迷你型运动场，不妨称之为“口袋
运动场”。

说它们是“口袋运动场”，不
仅因为它们由小区里的边角弃地整
治而成，地方不大，有的还不规则；
还因为它们就在居民楼下，便于居
民活动，可以说是“5分钟运动圈”，
容易消除邻里隔膜，增进感情。一些
小区，孩童不少，有了“口袋运动
场”，家长让孩子们下楼玩耍，比较

放心。一群小区里的孩子一起玩，成
了玩伴，不叫自来，相互照顾，不用
家长一直看着陪着。

公共健身设施供给不足、使用
不便、消费不起，难以满足居民不
断增长的健身需求，越来越成为一
个问题。小区改造东挪西挤，因地
制宜，花钱不多，建成“口袋运动
场”，谈不上豪华高级，但能满足
居民基本的健身需求。

据笔者了解，改造老旧小区，
居民急切盼望的，一是增加停车
位，二是加装电梯，三是开辟运动
场所。一些小区几种愿望同时满
足，也许有困难。但只要想方设
法，尽力而为，集中力量解决居民
一两项迫切需求，应该是做得到、
做得好的。至少，增建“口袋运动
场”，大有可为。

增建“口袋运动场”大有可为

奋战二季度 宁波“智”造新拼图

昨天，我市6.89万名考生迎来为期两天的中考，为青春和梦想拼搏。图为
在鄞州区钟公庙初级中学考点等待进场的考生。 （陈结生 王晓峰 摄）

6.89万名考生参加中考

本报讯（记者陈章升 慈溪
市委报道组张天叶 通讯员陆柯
权）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特
别是专精人才。今年年初以来，
慈溪坚持工业立市、创新强市战
略路径，全面绘制产业工程师

“分布图”“链接图”“成长图”，
组建了一支涵盖领雁型、尖兵
型、工匠型、候鸟型，具有突
出技术创新能力的“卓越工程
师”队伍，为打造现代化滨海

大都市北部智造名城提供坚强
人 才 支 撑 和 智 力 保 障 。 目 前 ，
共 有 3000 余 名 “ 卓 越 工 程 师”
活跃在家电、新材料、生物医药
等产业领域。

头雁带动，群雁齐飞，打造
“共富产业链”。慈溪构筑工程师
人才“蓄水池”，促进各类创新
要素向企业集聚；加快建设慈溪
工程师学院，健全完善以工程师
为主导的人才“引育留用”创新

体系。“依托宁波智能家电工程师
协同创新中心，慈溪搭建家电工程
师交流共享平台，着力解决智能家
电产业‘卡脖子’技术难点，今年
已服务企业 100 多次。”慈溪市委
人才办负责人说。

“卓越工程师”为慈溪企业创
新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作为一家科
技型企业，宁波峦石电子有限公司
近年来加大科研投入和人才培养力
度，与知名高校建立校企合作工作

站。目前，该公司已拥有 10 多名
高级工程师。“今年 2 月，我们开
发设计的‘大功率氮化镓高密度电
源’实现量产，与小米等企业签订
长期采购合同。”公司总工程师徐
凯说，截至 5 月底，该产品销售额
已超 475 万元。

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目前，
慈溪正积极探索“产业教授”“科
技特派员”制度，加大海外工程师
引进力度，加快培养“卓越工程
师”后备人才。同时，高标准推进
沪甬人才合作先锋区建设，打造

“一区一园一中心一飞地”沪甬人
才合作承接平台。截至目前，该市
已引进集聚 30 余个沪甬工程师高
端智力合作项目。

人才链耦合产业链创新链

慈溪“卓越工程师”为高质量发展强基赋能

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宁海
县委报道组蒋攀 通讯员陈丽
敏）“通过‘金融通’线上渠道
申请办理，短短几分钟，就获得
了 130 万元的信用额度，还不用
抵押担保，这缓解了我们的资金
压力。”日前，地处宁海桃源街
道的翔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责
人说，公司今年计划购买厂房扩
大生产，但由于货款未及时到位
造成流动资金短缺，宁波银行为
中 小 企 业 量 身 定 制 的 “ 容 易
贷”，解了企业资金需求难题。

针对初创期、拓展期、转型
期的中小企业，如何做到精准服

务，让企业“授信有对接、融资
有门路”？今年 5 月，宁海县经信
局、县金融服务办牵头，委托宁海
县企业服务中心迭代升级“金融
通”平台。平台贯通人民银行、法
院、检察院、其他银行基础数据，
企业主只需通过手机扫码或电脑
登录并授权，系统后台即可调用
企业各类信息，通过线上“智慧”
诊断，仅需 3 分钟，便可精准获知
是否可以申请贷款、额度等信息，
实现企业贷款“一次都不跑”。

在此基础上，宁海与宁波银
行达成战略合作，试点推出“容易
贷”。“容易贷”无需担保，无需抵

押，资金随借随还，一次授信 5 年有
效，信用额度 30 万元至 300 万元。企
业贷款授信时间从过去的平均 5 天
压缩到最快 5 分钟。这一融资模式
通过双方的大数据互补，弥补中小
企业融资信息不全、融资难的短板。

宁海昊诚家居用品厂因现有生
产场所难以满足日常经营所需，购
买了大佳何镇万洋工业园区内的厂
房。然而受疫情影响，近期企业货
款回笼较慢，一时面临资金不足难
题。关键时刻，“容易贷”给企业
带来了福音。经过在线审批，短短
几分钟，宁波银行就给昊诚家居新
增了 100 万元的“容易贷”额度，

解了企业燃眉之急。
宁海“金融通”平台为企业和服

务机构之间架设了“数据信用”桥
梁。到目前为止，该平台已获批第一
批专项额度 13.4 亿元，到本月底，授
信 资 金 有 望 超 过 10.5 亿 元 ，可 为
1500 家企业注入金融活水。

宁海县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
续深化融资畅通工程，打造“快融
易贷”的资金保障链，加大对实体
经济、科技创新、绿色产业支持力
度，促进中小企业融资增量、扩
面、降本。下一步，平台将引入其
他银行和产品，最终实现金融机构
全覆盖。

迭代升级“金融通”平台 融资畅通工程持续发力

宁海“容易贷”为中小企业“解渴”

6月17日上午，我国第三艘航空母舰下水命名仪式在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江南造船厂举行。经中央军委批准，我国第三艘航空母舰命名为“中国
人民解放军海军福建舰”，舷号为“18”。福建舰是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采用平直通长飞行甲板，配置电磁弹射和阻拦装置，
满载排水量8万余吨。该舰下水后，将按计划开展系泊试验和航行试验。图为下水命名仪式现场。 （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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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出席第二十五届圣彼得堡国际
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共创发展前景 共享增长机遇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下周举行

习近平将主持会议
并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 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