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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佳学在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全体（扩大）会议
暨全市数字化改革工作推进会上强调

确保改革政策举措顺民心合民意
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数字化水平
8 月 12 日下午，省委常委、市委
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
彭佳学主持召开市委全面深化改革
委员会第九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
市数字化改革工作推进会。他强调，
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
述，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
保持争先创优的奋进姿态，拿出变革
突破的有力举措，体系化规范化推进
数字化改革，增创共同富裕先行示范
的制度优势。
裘东耀、宋越舜和市委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其他成员出席会议，有关
市领导和区县（市）、市直及部省属驻
甬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委员会第十九次、第二十次会议精

神，听取我市数字化改革推进情况、
数字化改革多跨场景应用项目责任
分工方案、
“十四五”改革规划编制及
有关文件起草情况的汇报，部署推进
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改革，审议“僵
尸车”综合治理、
“新居民一件事”
、先
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两业融合”
、
危化品全链条安全风险智控、
“甬 e
通”国际贸易一站式服务、反电诈全
维智控、
“ 甬金通”数智金融（金融大
脑）等场景应用改革方案。
彭佳学在部署推进共同富裕的
体制机制改革时强调，建设共同富裕
先行市，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
解决“三大差距”问题作为主攻方向，
为全国全省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更多
的宁波范例。要坚持问需于民，深入
开展“三为”专题实践活动，广泛征求

和听取群众意见，确保实施的每一项
改革、制定的每一项政策、推出的每
一项举措都能顺民心、合民意，都能
有效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
要优化政策供给，全面检视评估、调
整优化现行民生政策，切实提高民生
政策的针对性和精准度，加快形成一
批标志性、突破性、开创性的共同富
裕重大成果。要推进多跨协同，围绕
打造七张“甬有”幸福民生品牌、创建
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建设平安宁波等
重大问题，谋划建设一批管用、实用、
好用的多跨场景应用项目，让老百姓
充分享受到体制机制改革和共同富
裕先行市建设的红利和便利。
彭佳学在肯定全市数字化改革成
果、分析存在问题后强调，
各级各部门
要在定规立标上强基础，严格按照省

里标准建设整体构架和话语体系，加
强对各区县（市）和各条线各系统的统
筹协同，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要在
综合集成上出实招，
按照不立不破、先
立后破的原则，整合归并同类型平台
的模块、功能、数据，打造一批功能强
大、市场认可的标杆平台，
提高经济社
会发展的数字化水平。要在攻坚克难
上求突破，
完善公共数据平台，
统筹推
进市县两级数据库、数据仓建设，
加快
推进“产业大脑+未来工厂”融合建
设，充分释放数字化红利。要在组织
保障上聚合力，
加强督查考评，
认真落
实查漏补缺、提质增效的措施，
确保每
一项工作都走在全省前列。特别是各
级
“一把手”
要亲上一线、主动担当，
不
断提高对数字化改革的把握能力、引
领能力、
驾驭能力。
据甬派

总投资 634 亿元！宁波 39 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在昨日上午举行的全省高质量发展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项目集中开工仪式
上，全省 388 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总投
资 5692 亿元。宁波市参加本次集中开工
的项目共 39 个，总投资 634 亿元，基础设
施 项 目 占 比 28% 、民 生 保 障 项 目 占 比
31%、产业项目占比 41%，覆盖城市建设、
经济发展的各个重点领域。
记者 谢斌 通讯员 王文权

更多开工详情
请扫二维码了解

流感 48 小时内抗病毒治疗很重要

陈琳主任（右一）。资料图片
立秋已过，秋天已经不远了。每年的
秋冬季节是流感的高发期，据研究数据显
示，中国平均每年有 8.8 万例流感相关的
呼吸系统疾病超额死亡，8 成以上为 60 岁
以上的老人。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宁波
市第二医院）感染科主任、主任医师陈琳
提醒市民，流感是流感病毒引起的一种急
性呼吸道传染病，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
感的最有效手段，市民应尽早接种。
“尤其是患有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
慢性呼吸道疾病、慢性肾功能不全的患
者，感染流感后容易引发重症。同时，由
于流感发病快、传染性强，主要通过飞沫
和接触传播，还会影响家人和朋友的健
康。”陈琳主任表示，不同于普通感冒，人
一旦得了流感，会出现高热、肌肉疼痛、咽
痛、疲乏无力等症状，并可能引发肺炎、脑
炎、心肌炎等并发症。如果病情没能及时
得到控制，还会引发败血症、急性呼吸窘

迫综合征、感染性休克等，甚至威胁到生
命安全。
近年来，陈琳主任经常在社区和一些
企事业单位给大家宣传科普流感的相关
知识，以提高公众对流感的认识。她强
调，疫苗接种对于预防流感意义重大，最
适宜的人群为老年人、医务人员、儿童、孕
妇、肥胖者、慢性病患者等，因为疫苗有效
期为 6~8 个月，需要每年接种一次流感疫
苗，而且最好是在每年九十月份流感发病
季节到来之前进行疫苗接种。
“其实流感并不可怕，科学预防和积
极地抗病毒治疗，能很好地预防感染发生
和控制病情。”陈琳主任说，对于大众而
言，如果出现流感相关症状，首先要主动
自我隔离，带好口罩，避免传染他人。其
次应立即到医院就诊，临床上可以通过采
集鼻咽分泌物做核酸检测来确认是否是
患流感了。
据陈琳主任介绍，接种流感疫苗是预
防流感发生的主要措施，但如果患者已确
诊为流感，在流感症状出现后的 48 小时内
进行抗病毒治疗尤为重要。此时，可通过
医师的指导服用抗病毒药物。目前有一
种新型的抗病毒药物，仅需全程服药一
次，就能在 24 小时内快速清除体内的流感
病毒，缩短传染期并大幅缩短流感症状持
续时间。
最后，陈琳主任提醒大家，日常生活
中要保持环境清洁和通风，避免接触呼吸
道感染患者；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遮
住口鼻，保持良好的呼吸道卫生习惯。
记者 徐丽文

宁波市医疗健康综合体项目效果图
在基础设施方面，涉及生宝路
北延（大庆南路-通途路）、桃源南
路提升改造一期工程（蒲湖引水工
程）、杭州湾地区环线并行线 G92
（杭甬高速复线）宁波段二期甬绍界
至小曹娥互通段工程等 11 个项目。
杭 州 湾 地 区 环 线 并 行 线 G92
（杭甬高速复线）宁波段二期甬绍界
至小曹娥互通段工程位于宁波余姚
市 ，项 目 总 用 地 约 1600 亩 ，建 设
120 公里/小时标准高速公路 14.4
公里及主线临山互通、泗门互通立
交两座。项目总投资 67.6 亿元。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杭
州湾环湾通道能力，完善国家高速
公路网，强化区域协同能力、保障国
防战备运输和提升安全应急能力，
对促进大湾区、大花园、大通道、大
都市区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
共同富裕示范区具有重要意义。
民生保障方面，涉及海曙区上
水碶新村建设工程、宁波市医疗健
康综合体项目、高新区 GX07-0214 地块公寓（保障性住房）等 12 个
项目。
其中，
宁波市医疗健康综合体项
目位于奉化区锦屏街道，总用地面

149.5亩，
总建筑面积27.6万平方米，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950 床综合医院、
50床感染楼、
公卫中心、
2150个机动
车停车位等。项目总投资25.3亿元。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奉化
区的医疗资源配置，提升城乡医疗
服务能力，改善居民医疗环境，促进
卫生事业发展，更好地满足广大人
民群众对优质医疗服务的需求。
产业项目方面主要涉及宁波德
昌电机年产 734 万台小家电产品建
设项目、中车商用车创新工厂与长
三角配套产业园项目、宁波旗滨光
伏科技年产 140 万吨光伏高透基板
材料及配套深加工生产线等 16 个
项目。
其中，年产 140 万吨光伏高透
基板材料及配套深加工生产线项目
位于宁海县南部滨海新区，项目总
用地面积 1332 亩，
总建筑面积 68 万
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原料储
备和配合料制备车间、生产联合车
间、成品库、深加工车间等。项目总
投资 50 亿元。项目建成后，将为宁
海县推动打造光电一体化产业链、
促进清洁新能源规模化布局创造良
好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