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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些地方找个车位
比登天还难！弄得不好还要吃
罚单，大家心情也不好。如果
停车不方便，意味着我们生活
不方便；生活不方便，也会反过
来给生产带来影响。”

说起停车难，想必不少在
宁波上班、逛街、买菜的市民深
有体会。宁波市人大代表、欧
琳集团董事长徐剑光提出《关
于增加马路临时停车位的建
议》。

2020年，宁波成功实现全
国文明城市“六连冠”，作为市
人大代表的一员，徐剑光由衷
地感到欣慰。他明显地感受
到，公安、交警等部门在规范交
通秩序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让
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但他走访
调查后发现，在乱停车现象被
大力整顿后，一些新的问题也
出现了。

“市民反映停车变难了，外
出购物时会因找不到车位而变
得麻烦，甚至因为停车问题而
放弃在一些区域逛街消费，或
是因为不得不临时停车而被贴
罚单，给生活带来不便，降低了
出行意愿。”

徐剑光注意到，这很可能
造成一系列“连锁反应”——比
如，小区道路和沿街马路人流
量下降，导致部分商铺生意难
做；市民外出减少导致外卖比
例增加，形成外卖小哥电瓶车
走街串巷的独特“风景线”，反
而会埋下一些交通隐患。

2021年宁波市汽车保有量
已突破300万辆，居全国第15
位——按照宁波去年年末常住
人口854.2万人计算，平均每3
个人中，就有一位“有车一族”，
基数相当庞大。正因如此，徐
剑光认为，宁波现有的停车位，

还不能够很好地与全市私家车
数量相匹配。

为此，徐剑光提出了三点
建议，希望相关部门合理地增
加小区道路和沿街马路的临时
停车位，参考欧美等发达国家
的做法，盘活宁波交通出行的
生命力——

“首先，我建议在条件允许
的情况下，于沿街马路的两侧
设置临时停车位，尤其是增加菜
市场周边的停车位；其次，希望
能利用智慧城市管理手段，在专
门区域设立半小时或一小时以
内的临时停车时间。这不仅能
加强流转性、增强灵活性，同时
也方便扩大更多停车位的需求；
此外，按照鼓励错峰出行的原
则，在非上下班高峰期的时候
允许设立更多的沿街道路临时
停车位，提升宁波市民出行的
幸福感。” 记者 严瑾

一说到“卡脖子”问题，人们往往会把它
和高科技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在一些人们
司空见惯、不以为意的领域，“卡脖子”问题同
样存在，比如很“接地气”的蔬菜育种。

在市政协十五届五次会议上，市政协委
员、鄞州区统计局副局长、九三学社市委会监
督委员会委员、高级审计师励佩珍就把关注
点落在蔬菜育种可能存在的“断种”之忧上。

她在前期走访、调研后了解到，近年来，
我市通过整合种业资源，重点发展水稻、蔬
果、畜禽、水产、林特花卉等五大种子优势产
业，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尤其是甬优系列杂交
水稻研究水平始终稳居全国前列，“‘米袋子’
安全是有保障了，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一些蔬
菜育种存在实力不足、优良品种稀缺的问题，
在品质、抗性、产量等方面差于进口种子，存
在被‘洋种子’卡脖子的风险。”

市政协委员潘玲娜在代表民革组的大会
发言中提到要“做大做强甬优种业”，其中也
强调“要加强种业创新保护，规范种子产业发
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专门提到了种子
的安全问题。由此可见，农安天下，种为基
石，要从源头上保障国家的农业安全。”励佩
珍说。

对此，她提出了三点建议：
首先，要打通政策链。要按照“全市一盘

棋、分片区布局、系统化推进”的原则，编制长
期的育种科技计划，出台《关于推进现代蔬菜
种业的实施意见》，就资金、用地和人才等要
素进行系统谋划，打造从种子研发到种苗培
育再到生产销售及科技服务的全产业链条。

其次，要加大财政等资金投入。在发挥
财政资金引导作用的同时，撬动社会资本和
金融资源投向种业，与种子企业开展商业化
育种；对选育品种推广效果好、市场占有率高
的科研团队或种子企业给予项目资金倾斜，
推动良种选育研发与市场推广结合。

此外，还应该加大产学研的融合。充分
利用浙江大学、宁波大学、宁波市农业研究院
等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专业资源，搭建产学
研对接平台，提高种子企业自主研发和高产
栽培能力，尤其是要攻克蔬菜原创性育种关
键技术。 记者 石承承

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无论是席卷全球的疫
情，还是国际贸易的形势，都面
临复杂的不确定性。站在“十四
五”的新起点，“港通天下”的宁
波如何向世界擦亮自己的名片，
打造国际贸易中心城市？

这一重大命题，引起了宁
波市第十五届人大代表、宁波
市海外高层次人才联谊会秘书
长陈跃鸣的高度关注。围绕着
宁波推进城市国际化、打造高
水平国际港口城市、建设高品
质东方文明之都……他热情地
给出了多项建议——

“港口是宁波最大的资
源！宁波作为制造业大市，要
更加注重港、产、城的融合，在
做大做强港航服务业、临港制
造业的同时，实现宁波制造向
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发挥港

口经济圈的辐射集聚功能。”
陈跃鸣提到，宁波可以借

助浙江自贸试验区宁波片区的
东风，加强与世界级大港口的
对接合作，吸引跨国公司总部、
航母级企业落户。同时，在这
个“酒香也怕巷子深”的时代，
加强城市营销，更是彰显国际
化城市魅力的必由之路。

对此，陈跃鸣建议，宁波要
深化国际友城交流合作及与海
外“宁波帮”、侨团、侨企的紧密
联系，并在人文交流方面推广
宁波整体形象，“以海洋文化、
民俗文化、阳明文化、佛教文化
等为纽带，精心讲好宁波城市
故事和宁波人故事。”

在国际传播中，宁波还需
要提升举办国际会展的承载服
务能力，从而进一步提升城市
能级。陈跃鸣认为，不妨将打

造宁波国际会议中心“金名
片”，视为宁波发展城市经济、
提升国际地位的重要手段。

在陈跃鸣看来，坐落在东
钱湖畔的宁波国际会议中心，
不仅要有特色场馆，还需要信
息技术支撑。宁波可以将其定
位为全国首个低碳、环保、节
能、安全、智慧的无纸化智慧会
议中心，使之成为地标建筑、城
市名片，助力宁波成为世界一
流国际会议首选地。

“一直以来，外界对宁波互
联网产业的认知，始终停留在

‘起步晚、企业少’。建设坐落
在东钱湖畔的宁波国际会议中
心，正是助力宁波软件企业‘破
土展枝’的好时机，对建设‘数
字宁波’、壮大智能经济具有重
要意义，让宁波的‘软实力’硬
起来。”陈跃鸣说。 记者 严瑾

好音音声声两会

市人大代表陈跃鸣：

打造宁波国际会议中心“金名片”
向世界讲好宁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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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大代表徐剑光：

希望马路两边增加临时停车位

市政协委员励佩珍：
破解“洋种子”依赖难题
为菜篮子安全输入“芯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