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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记者 曾丹
华 严健中 林思谕）昨
日上午，区委召开全区领
导干部会议，传达学习全
国两会精神特别是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对我区学习贯彻工作作
出部署。

市委常委、区委书
记、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
党工委书记潘银浩主持
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
记、区长王程传达有关精
神。

潘银浩指出，这次全
国两会高举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高票
通过了立法法草案、国务
院机构改革方案和各项
报告文件，产生了新一届
国家机构和全国政协领
导人员，特别是习近平总
书记继续全票当选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是
众望所归、民心所向。这
次全国两会开得十分成

功、非常圆满，是一次民
主、团结、求实、奋进的大
会，再次彰显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无
比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

潘银浩指出，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
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
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再
丰富、再发展，是对党的
二十大决策部署的再深
化、再推动。要学深悟透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更好地把握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自觉用于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潘银浩强调，全区各
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
部要自觉站在忠诚拥护

“两个确立”、忠实践行
“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
迅速掀起传达学习热潮，
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
策部署和省市工作要求，
以“双一流双示范”的担

当和风采，为全省全市大局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要在高起点开局上奋
力拼抢，狠抓指标进位，大
抓投资扩量，齐抓招商引
资，奋战三月份、夺取开门
红，以良好开局为全局确立
先发优势，以良好起势为全
年胜势打下坚实基础。要
在高质量发展上扛旗争先，
实施产业集群升级行动、数
字经济突围工程、放水养鱼
培育计划，把发展经济的着
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做好

“量”“质”并举大文章。要
在高能级创新上率先突破，
集聚全要素科创平台，激活
全链条创新生态，推进全领
域制度创新，充分发挥全国

“双创”优秀示范基地引领
作用，全力释放“北仑领
创”强劲动能。要在高水平
开放上赢得先机，完善内外

“交通网”，扩大开放“朋友
圈”，开拓消费“大市场”，
以高水平开放服务构建新
发展格局。要在高品质生
活上深耕细作，绘好全景式

美丽高地，构建一站式服务
高地，打造新时代文明高地，
推动高品质生活由点状积累
到条线突破再到全面提升的
递进升级。要在高效能治理
上创出品牌，筑牢“强堡垒”，
确保“大平安”，维护“好生
态”，推动党的领导贯通到
底、法治精神落地生根、智慧
治理实战实用。

潘银浩强调，全区党员干
部要把全国两会精神学习好、
领悟好、践行好，拿出“撸起袖
子加油干”的拼劲，鼓足“一天
当作三天用”的干劲，只争朝
夕、加压奋进，在“双一流双示
范”建设大场景中干出新样
子、见到新气象、实现新成效。

区五套班子成员，区法
院院长、区检察院检察长及
其他区级领导干部，担任过
区级领导职务的老同志代
表，北仑区、开发区各职能部
门（单位）及驻区垂直管理各
单位主要负责人，区委各巡
察组组长，各民主党派负责
人代表，各街道党政主要负
责人等参加会议。

区委召开全区领导干部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

在“双一流双示范”建设大场景中
干出新样子见到新气象实现新成效

潘银浩主持并讲话 王程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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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记者 查鹏
飞 李 迎 春 通 讯 员
王良图 沈雨杰）昨日下
午，北仑区人民政府与郑
州宇通集团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北仑区委副书
记、区长王程与宇通集团
党委副书记共同见证签
约，并为新成立的宁波浙
泉贸易有限公司揭牌。

致辞中，王程首先代
表区委、区政府对双方合
作签约表示祝贺。他表
示，宇通集团是全球规模
最大的客车企业和新能源
商用车企业，产品矩阵布
局全球、频频出海。当前，
北仑正锚定新能源汽车赛
道发力布局，“新能源汽车
之城”正澎湃成势。此次
签约对双方进一步集聚全
球创新资源、塑造产业竞
争优势，必将起到积极的

推动作用，希望宇通集团能够
通过合作项目，加快在北仑布
局集团业务，不断做大做强。
北仑也将全力以赴为企业发展
提供最优质的服务、营造最优
良的环境，努力实现政企双方
的合作共赢。

宇通集团相关负责人介
绍了宇通企业情况和新能源
车研发、产销情况。宇通集
团党委副书记表示，北仑是
世界第一大港的核心腹地，
发展历史悠久。作为浙江省
最早引进应用宇通新能源公
交车的县市区，北仑拥有大规
模的氢能源示范应用场景、丰
富优质的氢气能源配套，以及
产业配置最全的汽车零部件
供应产业链，双方合作基础稳
健。希望双方以此次战略合
作为新起点，携手打造北仑氢
能源商用汽车的发展高地。

（下转第2版①）

北仑区与郑州宇通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王程致辞

本刊讯（记者 刘
唯 仇唯杰）昨日，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印黎晴
一行来到北仑区大榭街
道开展蹲点调研活动，从
行使好人大法定职权和
践行好全过程人民民主
两个维度出发，聚焦城市
发展所需、市场主体所
盼、人民群众所愿，深入
基层人大、人民群众和中
小微企业，倾听真实心
声，反映基层实情。区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朱斌荣
等陪同调研。

印黎晴一行首先来
到宁波艾谱实业有限公

司，参观走访企业产品
展厅，详细了解企业整
体布局、生产经营、产品
销售等情况。在随后的
座谈会上，调研组一行
与大榭街道三家企业面
对面交谈，深入了解企业
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和需求，并听取企业意见
建议。印黎晴表示，将充
分发挥人大代表植根基
层的天然优势，把收集到
的真实意见建议进行汇
总反馈、研究吃透，切实
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的
难点热点问题，同时凝聚
人大工作合力，全面贯

彻、精准实施《浙江省促进
中小微企业发展条例》，助
力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
境。

在海信花园小区，调研
组一行现场考察了海信花
园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实施
情况，并听取了人民群众对
民生实事项目征集、实施、
监督工作中的意见建议。
门窗改造、外立面粉饰、停
车位增设等改造内容，让海
信花园小区焕然一新，调研
组对该项民生实事项目工
作给予充分肯定。

最后，调研组一行来
到海信社区人大接待点和

大榭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
实地参观接待点、联络站的
软硬件设施建设情况，了解
人大大榭街道工委的特色
工作、“民情快线”运行机制
等，并通过大屏查看大榭街
道基层单元系统情况，指导
街道人大工委优化提升基
层代表工作。

印黎晴表示，此次大榭
蹲点调研之行收获颇丰，希
望今后大榭街道的人大工作
继续做好做实，做出亮点特
色，同时加强人大工作经验
的交流学习，为全市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大方
案，贡献人大力量。

市人大到大榭街道开展蹲点调研活动
印黎晴参加

本刊讯（记者 宣浩
峰 王曾贤）昨日下午，
北仑区儿童友好城区建
设工作推进会召开。区
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方
飞龙出席并讲话，区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周成钢主
持会议。

会上，儿童友好城区
建设工作办公室负责人
汇报了2022年工作情况
和 2023 年工作思路，教
育局、卫健局、民政局、文
广旅体局、新碶街道、春
晓街道等 6 家单位作交
流发言，中国儿童中心事

业发展部负责人宗丽娜提
出要求和期望。

方飞龙对全区儿童友
好城区建设工作表示肯定，
他指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
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
前阶段全区各级各部门锚
定目标、奋发奋进，高标准

谋划、高站位推进儿童友好
城区建设，体系框架更加完
善、试点单元推进有力、亮点
品牌加快打造，各项工作有
条不紊，切实开好头、起好
步，儿童友好逐渐成为共识，
一米高度衡量城市温度成为
工作品牌。（下转第2版②）

北仑区儿童友好城区建设工作推进会召开
方飞龙出席并讲话

本刊讯（记者 刘
姗 严健中 林思谕）昨
日上午，全区招商引资领
导小组会议召开，听取前
一阶段工作汇报，部署下
步工作。市委常委、区委
书记、宁波经济技术开发
区党工委书记潘银浩在
讲话中强调，要牢固树立
抓招商就是强产业、促发
展、谋未来的意识，全力
以赴、心无旁骛，做优存
量扩大增量提高质量，以
高质量招商引资推动高
质量发展。区委副书记、
区长王程主持会议。

潘银浩强调，招商引
资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是制胜未来的着力点，要
以更优的机制、更大的力
度、更强的合力抓好招商
引资“一号工程”，为“双
一流双示范”建设提供强
大支撑。要强化全员大
招商。把招商引资工作
作为北仑高质量发展的
核心战略，全员参与、集
中攻坚、协同推进。要按
照责任到人、服务到企的
标准，落实制度和政策保
障，压紧压实责任目标。
要锤炼招商队伍，在实战
中提升专业化水平，赛马
亮绩提振干事创业精气
神。要聚焦全要素大整

合。用好资源优势，加快推进
空间格局、片区功能、低效用
地重整，持续提升空间与产业
的协同发展和资源的高效配
置。用好自贸优势，招引更多

“链主”型企业，做到“引进一
个带来一批，发展一个辐射一
片”。深挖港口资源，把业务
流、货物流、信息流转化为贸
易流、资金流、价值流。用好
产业优势，鼓励企业增资扩
产，做强总部经济，壮大产业
集群；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以
投带引”推动产业链优质项目
和关键性人才加快集聚。要
多措并举大提升。充分发挥
区内产业平台、功能区块的统
筹联动作用，在上下游产业链
上精准招商，不断培育新的增
量。围绕重点产业，引进一批
创新型项目、基地型项目、补
链型项目、终端型项目，着力
优化产业结构，引导优势产业
向产业链高端拓展。学习借
鉴其他地区先进做法，积极应
变、主动求变，发挥产业链、创
新链、资金链、人才链作用，以
新思维引领新发展。

王程指出，要高度重视
招商引资工作，聚焦主攻方
向，转变招商引资方式，不断
探索完善工作机制，找准新
的路径、瞄准新的产业、培育
新的增量，掀起北仑新一轮
招商引资热潮。

全区招商引资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全力以赴优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以高质量招商引资推动高质量发展
潘银浩讲话 王程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