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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枝待春满，筑巢引凤来。
昨日，在 2019 宁海国际投资洽谈
会——宁波南湾新区高新“智能
制造”专场推介会中，来自不同
行业的客商代表齐聚一堂，探讨
交流共谋发展。
从智能汽车小镇展厅，到奇
亿金属工厂，再到宁波模具产业
园区及新区规划体验馆，客商们
通过实地考察，深入了解了宁海
在面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求
时，提出的打造绿色智造全面高
地 的 发 展 目 标 ， 确 定 的 “3 + 3 +

X”产业体系，谋划的“一湾一区
一带”产业布局。
作为一家引入企业，宁波吉
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总经理陈
昌龙以落户宁海的真实体会点赞
宁海的营商环境。他说，得益于
宁海“最多跑一次”改革等有效
措施，企业从落户到第一批产品
下线，仅仅花了 14 个月，宁海为
企业提供了从审批到开工、竣工
验收的“全程代办服务”，为入园
企业提供了“妈妈式”服务。更
值得一提的是，宁波南湾新区指
挥部成立以后，将进一步简化流
程、快速办理相关审批手续，确

保新区项目以最快的速度实现开
工、建成、投产，为企业家在新
区投资兴业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
除了专业的服务，宁海更有
基础、有平台承接智能制造时代
的来临。县委常委、宁海经济开
发区党工委书记王辅橡在致辞中
表示，从宁海三门湾新区到宁波
南部滨海新区，再到宁波南湾新
区，在名字的一次次变化中，彰
显的是平台能级的不断提升。一
直以来，新区将智能制造、绿色
智造作为发展方向，逐步明确了
发展新能源汽车、通用航空、生
命健康、高端装备制造四大产

业。近年来，新区通过不断招大
引强，深耕产业集聚，引进了吉
利、奇亿金属等一批龙头企业项
目，产业发展水平正在逐步提升。
智汇南湾，连接未来。中南
高科滨海智造产业园项目作为此
次洽谈会的签约项目之一，总投
资 11 亿元，项目将吸引相关高新
技术产业，结合区域主导产业特
点，打造宁海高端产业集聚区，
形成上下游高端产业集群。企业
负责人彭宇飞说，希望能在宁海
这片干事创业的热土上，实现新
作为，与宁海携手共进，互利共
赢。

——2019 宁海国际投资洽谈会生命健康专场侧记
方景霞

连绵阴雨挡不住客商对宁海
的好奇，亦挡不住宁海对来自五
湖四海嘉宾的热情。昨日，在第
十七届徐霞客开游节来临之际，
近 40 名生命健康领域嘉宾追寻徐
霞客的脚步，来到宁海考察生命
健康产业投资环境，共商生命健
康产业发展大计。
当天上午，嘉宾们参观了宁
波生物产业园，并听取了园区及
公共平台建设情况的介绍。宁波
生物产业园由宁波市人民政府和
中科院上海药物所共建共管。目

前 ， 园 区 已 引 进 “ 国 千 ”、“ 省
千”、市“3315 计划”人才 10 名，
企业 50 余家。“目前园区的租金政
策是什么样的？”“厂房高度有多
少？面积有多大？”“厂房设计图
到时候方便传给我一份吗？”嘉宾
们边听边举起手机，拍下园区办
公和厂房环境，一个接一个的问
题更是充分透露了嘉宾对宁波生
物产业园的兴趣。
副县长陈陵际在下午的专场
会中致辞。他说，宁海是一块放
飞梦想的沃土，是一块干事创业
的热土，更是一块人才成长的热
土。今年宁海国际投资洽谈会首

次为生命健康产业设置专场，就
是希望来到宁海的各界朋友和各
位高校院所专家、人才，来关注
和投资宁海的生命健康产业。
是的，创新依靠人才，产业
依托人才，生命健康产业更是一
个需要人才集聚的领域。我县一
向秉承求贤若渴的人才共识，得
到了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的支
持。专场会中，浙江医药高等专
科学校与我县签订了校地战略合
作协议，共谋人才就业、产业创
新的双赢目标。
开放的怀抱、优厚的政策、
精准的服务，宁海良好的投资环

境让嘉宾大为赞赏。台湾原生值
萃制造化妆品及天然药项目代表
说，宁海人的热情和周到服务，
让他由衷感到了温暖，也是他选
择宁海的主要原因之一。希望项
目能在宁海开花结果，互利共
赢。
当天的专场还举行了签约项
目路演展示和县生命健康产业党
群服务中心、县生命健康产业高
层次人才活动中心揭牌仪式及县
生命健康党建联盟成员单位授牌
仪式。

聚焦现代农业 推动绿色发展
———2019 宁海国际投资洽谈会现代农业专场侧记

记者

曹维燕

活力无限、商机无限。昨日
下午，2019 宁海国际投资洽谈会
暨现代农业专场推介会在西子国
际大酒店举行，百余名农业企业
负责人、客商代表等齐聚一堂，
寻找商机。
“来宁海考察，是你我之缘；
在宁海投资，是你我之福……我
们一定全力保障好、服务好，推
动签约项目早日落地、早见成
效，让客商投资放心、发展安
心、生活舒心。”推介会开始，副
县长沈纾丹一番恳切的话语，让
现场客商无不被宁海一心一意求

发展的热情所感染。
随后会上播放的宣传片，展
示出我县农业发展所取得成绩，
更加坚定了大家的信心。创建省
美丽乡村示范县；2019 年被列入
部省共建乡村振兴示范县名单；
培育形成了 6 大主导产业和 6 大特
色产业；建成柑橘、茶叶、水产
品等三条 10 亿元级以上省级农业
全产业链；成功发布了“宁海珍
鲜”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今
天的宁海，正以最优质的空间资
源、最优质的农业产业资源吸引
着客商来投资兴业。
此次活动重点推荐了县三门
湾现代农业开发区建设指挥部项

目，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据
悉，我县整合青珠农场、下洋
涂、蛇蟠涂和双盘涂，启动规划
总 面 积 10 万 余 亩 的 “ 山 、 海 、
田”资源，打造一个崭新的现代
农业开发区。“开发区的建成将拓
展我县农业生产、生态、生活功
能，打造农业全产业链，推进农
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并将在引
进大项目、培育大主体、推进农
业新业态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台上，项目推介员满怀
激情，台下客商、企业代表则翘
首以待。
遍地梧桐树定能引来金凤
凰。此次洽谈会，我县共签约宁

波海洋生物种业研究院项目、岔
路黑猪省级原种场建设工程项
目、“望海茶”品牌产销合作协
议、“宁海珍鲜”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等六大农
业项目，对推动我县现代农业转
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会上，浙江万里学院宁海海洋
生物种业研究院与中国工程院院士
包振民就成立宁海院士工作站进行
了现场签约。包振民院士还以创新
推动水产业绿色发展为题进行了讲
座，为水产业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
向。

掘金数字经济 助推转型升级
——2019 宁海国际投资洽谈会数字经济专场侧记

记者

卓佳洋

昨日，一场数字经济专场推
介会吸引了众多“大咖”，智库型
专家、中国服务贸易协会领导以
及县外数字经济企业人员 100 余人
参加。当前，以数字经济为代表
的新经济蓬勃发展，正在渗透各
行各业，深刻地改变着生产和生
活方式，成为经济增长新动能。
我县紧跟时代步伐，加快数字宁
海建设，同时通过数字经济专场
推介会，招引企业、人才关注入
驻宁海。
当天上午，嘉宾们参观了得

力集团，了解了得力在智能制造、
创新研发、品类布局以及大办公
整体解决方案等方面的成果。随
后，嘉宾们又来到环球中心的宁
海大数据创新体验中心，感受智
慧宁海的应用发展。
“我县正在紧锣密鼓地制定
《宁 海 县 数 字 经 济 三 年 行 动 计
划》，计划三年集中培育，聚焦 3+
3+X 产业……未来，数字经济将
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提供千载难逢的历史
机遇。”推介会上，副县长应国邦
的致辞向在场的嘉宾和企业描绘
了宁海数字经济发展的前景蓝

信息广场
信息广场
上班时间（周一至周五）：
上午 8:30—11:30 下午 1：30—5：00
地址：宁海县时代大道 160 号宁波银行大厦 2 楼 218 室
咨询电话：65577928

图。目前，我县加快发展以数字
创意文具、智能家电 （家居） 等
为核心的智能终端产业，布局智
能光伏、汽车电子、软件与信息
服务业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推
进环球中心、电商产业园、跨境
电商园等特色产业集聚平台的打
造，数字产业化集群发展，产业
数字化提档升级，城市智慧化统
筹推进，宁海正在迎来数字经济
发展的“黄金期”，期待海内外企
业家、高端人才来宁海投资创
业、共赢发展。
现场，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
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环球慧思创

房屋租售

求租仓库和猪场
由于业务需要现欲租 300-600 平方米仓
库及猪场，
如有场地或想承包的请电话联系。
电话：
13867842010（夏先生）

遗失启事
遗失收款收据 17 份，发票号码：04918640491880，声明作废。
宁海县梅林星光彩印厂（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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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颜 燕
燕） 昨日下午，我县第 52 期正
学大讲堂在县委党校开讲。本次
讲堂由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周月亮
主讲，讲座主题为“心学大师王
阳明”
。
据了解，此次诚邀的主讲人
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周月亮，是国内
王阳明研究著名学者，笔名剑
萧。曾多次在 《求是》、《哲学研
究》、《光明日报》、《古籍研究》、
《红楼梦学刊》、《清华大学学报》
等刊物上发表论文 60 余篇，并著
有 《王阳明大传》、《心学大师王
阳明》 等著作十余种。

王阳明，字守仁，今属浙江
余姚人，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
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
学之集大成者，与孔子 （儒学创
始人）、孟子 （儒学集大成者）、
朱 熹 （理 学 集 大 成 者） 并 称 为
孔、孟、朱、王。其学说思想阳
明学，是明代影响最大的哲学思
想。讲座中，周教授以阳明心学
的缘起、发展为主线，并结合王
阳明个人的生活、求学和入仕经
历的见闻故事，以诙谐幽默的讲
演方式向大众解读普及了阳明心
学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内涵，观众
受益良多。

宁海白枇杷将大批量上市

生命健康 活力宁海

记者

校对：葛优琴

我县第 52 期正学大讲堂开讲

——2019 宁海国际投资洽谈会智能制造专场侧记
何莎莎

电话：
65577922

走进王阳明的精神世界

智汇南湾 连接未来

记者

一版责任编辑：严亚平

始人邵宏华、国际投资促进会互联
网中心专委会副理事长刘燕军分别
上台作主题演讲，分享了他们对数
字经济发展的理念与看法。
一天的推介活动，数字经济界
的专家翘楚与企业进行了深入的沟
通交流，碰撞出创新的火花，让嘉
宾和企业感受到了宁海发展的机
遇。同时，专家学者也为宁海数字
经济发展建言献策。“宁海在传统
制造业发展上具有显著优势，可以
结合城市实际，把数字化思维融入
产业发展中，合力推动宁海数字经
济更好更快发展。
”

本 报 讯 （通 讯 员 张 春
涛） “这白枇杷真好吃，又甜
又多汁，比我在宁波买的普通枇
杷好多了！”近日，来自宁波横溪
的王先生在品尝首批上市的一市
白枇杷后赞不绝口。
目前，来自一市各村的白枇
杷果农自发地在一市镇各交通枢
纽、人流密集地摆起了摊子，放
满了黄澄澄圆乎乎的白枇杷。这
只是今年宁海白枇杷大批量上市
前的一幕。为了更好地壮大宁海
白枇杷产业经济，切实为当地果
农增收致富，今年起一市镇推出
众 多 新 举 措 新 亮 点 。 浙 江 （一
市） 第十二届白枇杷节首次到市
区天一广场举办，以期通过多样
化推介手段将宁海白枇杷品牌做
大，名声做响，吸引更多市民购
买。值得一提的是，电商、微商
成为一市镇白枇杷销售的主要增

长点。在该镇点对点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的带头下，一市有十余家
大小电商企业，百余家微商共同
进行白枇杷线上+线下的销售，预
计线上销售占总销售的 45%。另
外与宁波市顺丰速运有限公司进
行深入合作，通过专业高效、安
全可靠、成本优化的定制化服
务，开通精准投递业务，保质保
鲜，为“宁海白”枇杷提供产季
高峰运输保障。
据悉，目前一市镇“宁海
白”种植面积已达 12000 亩，共
有 500 亩 以 上 枇 杷 基 地 10 个 ，
3000 亩以上基地 1 个，有 650 多户
近 3000 人从事枇杷种植。今年白
枇杷长势良好，预计产量达 3500
吨，较去年相比增长 500 吨，产
值 可 达 9000 多 万 元 。“ 宁 海 白 ”
枇杷已成为一市镇农民致富的重
要产业。

我和家庭医生有个约会

梅林卫生院家庭医生团队开展大型义诊活动

本 报 讯 （通 讯 员 竺
点，提供上门入户、义诊咨询活
韵） “朱医生，你们又来啦！”
动、健康随访等服务。同时每年
昨日上午，梅林街道兰丁村老年
为签约人员免费体检 1 次；提供
协会里，村民热情地招呼着朱运
24 小时免费健康、预防、保健等
权医生和梅林卫生院家庭医生团
电话咨询和指导；定期通过下
队的队员们。这是三年来村民们
村、入户或电话方式对服务对象
最简单的招呼，却也显得尤为亲
的健康状况进行调查和管理，为
切。今年 5 月 19 日是第 9 个“世
其制订健康生活措施和基本防治
界家庭医生日”，为了让辖区内群
方案等，满足居民多样化的健康
众更加了解家庭医生制度，信赖
服务需求……朱医生说，以前的
家庭医生服务，熟悉家庭医生朋
家庭医生，被视为“高档生活方
友，梅林卫生院家庭医生团队在
式”，现在逐步走入寻常百姓家，
家庭医生契约式服务初步取得成
家庭医生已经成为百姓防病的一
效的情况下，在兰丁村开展了大
线主力。
型义诊活动。
“携手家庭医生，共筑健康生
在活动现场，家庭医生团队
活”，这是今年“世界家庭医生
免费为群众量血压、测血糖，对
日”的主题。梅林卫生院负责人
群众咨询的各种健康问题，进行
表示，要让群众真正享受到国家
耐心讲解，并教授群众简易的推
的惠民政策及卫生院的人性化服
拿手法和应急医疗常识。家庭医
务，进一步积极发动居民接受契
生团队还热情地向村民们讲解了
约式家庭医生服务，加快推动从
家庭医生制签约服务内容和签约 “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
后享受的优待等。他们承诺将继
心”转变，让契约式家庭医生更
续以老年人、婴幼儿、孕产妇、
好地为百姓服务。
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为切入

（紧接第 1 版）截至今年 4 月，全县
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 4743 人，
累计解除矫正 4365 人，现在册社
区服刑人员 378 人。
石道伟指出，此次对口协商
会的目的是分析总结社区矫正工
作开展情况，让这一探索创新的
行刑制度在我县得到更好的实
施，取得更好的成效。他要求相
关部门切实加强社区矫正工作的
组织领导，配好配强社区矫正工

作队伍，全面落实社区矫正基本
任务。县政协和广大政协委员要
发挥好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我县社区矫
正工作，推动我县社区矫正工作
迈上新台阶。
会上，部分政协委员还围绕
社区矫正人员体检、未成年社区
矫正人员有效监管、社区矫正工
作队伍建设等方面建言献策，并
与相关单位积极交流。

宁波海关关于宁海海关对外开展有关业务的公告
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要求和海关总署相关工作部署，
经研
究决定，
宁波海关隶属宁海海关自2019 年5月20日起对外开展
有关业务。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对外开展业务范围包括：
进出口货物的通关、征税、统计及宁波市宁海县行政区
域内加工贸易及保税监管、减免税、物流监管、企业管理、稽
查核查、知识产权保护、原产地签证、检验检疫等各项海关业
务。关区代码为
“3125”
。
原由鄞州海关承担的宁海县行政区域的海关业务停止办理。
二、
业务现场办公地址：

宁波市宁海县跃龙街道人民路 183 号，
邮编：315600。
三、
联系方式：
宁海海关办公室：陈铭 89092426
宁海海关综合业务一科：
田明超 89092436
宁海海关综合业务二科：
陈杰峰 89090532
宁海海关查检科：王金利 89092432
宁海海关稽查科：丁春来 89090620
特此公告。
宁波海关
2019 年 5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