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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第二十届
中国专利奖评审结果公示完
毕，宁波方太集团凭借一款

“高颜值”水槽洗碗机Q6入围
中国外观设计金奖预获奖项
目。据悉，这是宁波市企业首
次获得该殊荣。

据了解，中国专利奖由国
家知识产权局与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共同开展评选工作，每年
评选一次，是我国针对发明创
造设立的最高政府奖项，其中
既包括针对发明专利的具体奖
项，也有针对外观设计专利和
实用新型专利的具体奖项。

2015年问世的Q1作为方
太水槽洗碗机的开山之作，突

破性地将洗碗机、果蔬净化
机、水槽融为一体，成为全球
首款跨界三合一的无边界创新
洗碗机产品。方太水槽洗碗机
品类揽获了多项权威性奖项，
连续斩获首届中国设计智造大
奖金智奖、德国红点奖、金投
赏全场大奖、艾普兰创新奖、
中国家电科技进步一等奖、中
国外贸至尊金奖、金勾至尊奖

等行业重要奖项，并于 2018
年初荣膺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技
术发明一等奖，成为厨电行业
唯一获此殊荣的企业。此次获
奖的方太水槽洗碗机Q6也是
国内首款获得中国外观设计金
奖的水槽式洗碗机。“相较于
此前的型号，Q6首次提出了
三槽分立的颠覆性设计，左边
是普通水槽，中间是独立的果

蔬清洗槽，右边是洗碗机槽。”
方太集团水槽洗碗机研发团队负
责人介绍，水槽整体纯平的面板
光亮如黑色镜面，提升了美感。
同时使洗碗和净化果蔬并进，更
加提升方便、高效、直观的体验
感，并由于四个边角均为弧形圆
角，产品更有灵气和个性，减少
了意外磕碰受伤，并避免积累污
垢。

方太水槽洗碗机获宁波首个中国外观设计金奖

本报讯 乡村振兴关键靠
人才。今年，我市已基本完成
新一轮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
人、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以
及农产品加工人才、现代青
年农场主三类新型职业农民
共 340 人开展了培训。截至
目前，我市已认定新型职业农

民1000多人。
近年来，我市不断健全完

善“专门机构+多方资源+市
场主体”的教育培训体系，推
行“一点两线、全程分段、实
训服务”的培训形式，重点突
出职业素养、“三农”新形
势、质量安全、绿色发展、信
息化手段应用等内容模块。在
培训方式上更加灵活多样，鼓
励各地打破地域限制，采用委
托办班、合作办班、合并办班

等形式开展培训；鼓励邀请市
产业技术团队专家、乡土专家
为新型职业农民授课；鼓励运
用固定课堂、空中课堂、田间
课堂、流动课堂等，丰富培训
内容，提高培训效果。

现代青年农场主参加省农
广校组织的统一培训，其他两
类新型农民的培训由各镇街组
织实施。为保证培训质量，今
年将采用绩效考核的方式对各
单位开展考评验收，将培育对

象的满意度作为考核的重要指
标。考核结果与各镇街年度目
标管理考核和经费下拨直接挂
钩。同时，依托全国农业科教
云平台和“云上智农”APP，
对所有培育班次的培训教
师、培训基地、培训班组织
和培训效果实行线上考核。
三类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经费
补助标准为 3000元/人，新认
定的新型职业农民还能有 200
元奖励。

我市是农业部新型职业农民
培育试点市，连续多年实施以农
机合作社带头人、现代青年农场
主等为主要对象的培训。为打造
一支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
新型职业农民队伍，我市去年又
出台了《慈溪市新型职业农民认
定管理办法（试行）》，明确了
新型职业农民认定标准，进一步
加快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工作和
扶持措施，全面推行职业农民制
度。

我市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逾千名

本报讯 日前，附海镇东
海村的王孟灿和附海市场监管
所的执法队员闻讯赶往附海某
大型超市，帮忙协调一起小家
电商品消费纠纷。原来，一对
来自东北的老夫妇在该超市购
买了价值百元的电热水壶，然
而没用几次就坏了，因此觉得
商品存在质量问题坚持退换
货，而超市方则认为商品已过
退换货时效，是对方使用不当
导致电热水壶的损坏。经过王
孟灿等人 2个多小时的调解，
超市同意为老夫妇换货。

作为附海消费维权义工的
一员，王孟灿已参与多起消费
纠纷调解。为方便消费者维
权，将消费纠纷处理的服务半
径向末端延伸。附海市场监管
所和消协附海分会组建了一支
消费维权义工队伍，7名来自
各村的食品安全协管员穿上绿
色小马甲，义务充当起收集消
费信息、宣传消费知识、监督

消费市场和调解消费纠纷等方面
的生力军，让消费者可以在家门
口投诉、村里面维权。

附海是我市小家电制造基地
之一，许多企业既是家电制造商
又是经营者。据了解，今年以
来，涉及该镇商家的各类消费投
诉已达千余起，而家电纠纷高居
首位。家电产品种类繁多，消费
者问题千奇百怪，尤以质量、维
修、虚假宣传等问题为主。为了
加强消费维权义工队伍建设，给
消费者提供更专业的服务，义工
们平时不仅要学习《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还前往附海各超市和
中国电信附海营业厅等地开展消
费体验活动，进一步明确工作职
责。

“接下来会通过推荐和公开
招募的方式，吸引更多具有正义
感和志愿从事消费维权服务的热
心群众，认真筛选成员并加强培
训，使之逐渐成为消费者可以信
赖的重要维权力量，打响‘放心
消费在附海’品牌。”附海市场
监管所所长杨浩杰告诉记者。

附海义工维权
助力“放心消费”

40年改革创新，40年跨
越发展，40年春风化雨！40
年来，以市场化为主线的慈溪
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辉煌成
就。全市 GDP 由 1978 年的
3.22 亿 元 增 加 到 2017 年 的
1532.57亿元，按可比价计算
年均增长 13.3%。与此同时，
慈溪财政以“放权让利”为切
入点，持续加大财政体制机制
创新，着力支持相关领域改
革，激发了各市场主体的活力
和动力，实现了由生产建设型
财政到公共财政的历史性跨
越，财政职能得到了充分发
挥。

四大飞跃
劈波逐浪结硕果

40 年来，在经济发展的
基础上，我市财政收入不断跨
上新台阶。财政总收入由
1978 年 的 0.52 亿 元 增 加 到
2017 年的 290.13 亿元，增长
557倍。40年间，我市财政收

入经历了四次大的飞跃。第一
次为平稳发展期 （1978 年-
1987 年），我市财政收入由
1978 年 的 0.52 亿 元 增 加 到
1987 年的 1.39 亿元，年均增
长 11.5%，1985年首次突破 1
亿元，实现了一次跨越式腾
飞；第二次为稳步增长期
（1988年-1999年），财政收入
由 1988年的 1.64亿元增加到
1999年的 8.8亿元，年均增长
16.5%；第三次为高速增长期
（2000年-2010年），2000年突
破 10亿元，2010年突破百亿
元大关，年均增长 23.4%；第
四次为高质量发展期 （2011
年-2017年），2017年财政总
收入达到290.13亿元，年均增
长 14.4%。从 2002 年到 2017
年，我市财政总收入连续 16
年蝉联全省县（市）第一。财
政实力的不断增强，为贯彻落
实市委市政府的重大决策部
署、维护改革发展大局、推进

社会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
质基础。

五次变革
砥砺奋进绘新章

40 年来，慈溪财政始终
服从、服务于整体改革的需
要，不断对财税体制机制进行
适应性变革。1978 年-1993
年：为整体改革“铺路搭
桥”。1978年起，根据中央试
行“增收分成”办法精神，我
市财政体制实行“定收定支、
收支挂钩、增收分成、下年使
用”的体制；1980年，实行

“分灶吃饭”；1983年-1984年
进行了两次利改税；1986年1
月1日起全面建立乡（镇）财
政； 1988 年实行“划分税
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
财政体制。两步“利改税”和
财政包干制破除了计划经济体

制下的统收统支财政体制，增
强了各方的活力和积极性。
1994年-1997年：踏上制度创
新之路。1994年开始实行分
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在原包干
体制确定的地方上解和中央补
助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对财政
收入增量分配重新进行调整，
从而促进了我市财政收入高速
增长。1995年，顺利完成两
个税务机构分设工作。1998
年-2003年：构建公共财政体
制框架。1998 年，“公共财
政”被确定为财政改革的整体
目标，财政分配由传统体制下
以城市、国有经济和生产建设
分配为主，向统筹城乡、兼顾
国有非国有和突出公共性分配
转变，到 2003年，我市公共
财政的框架基本建成。2004
年-2012年：进一步完善公共
财政体制。严格落实上级各项
税制改革，持续推进出口退税
制度改革，上调工薪所得减除

额标准和实行高收入者自行申
报，取消农业税，增值税由生产
型向消费型改革，内外资两个企
业所得税合并。2013 年至今：
现代财政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以来，我市财税体制改革进
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现代
财政制度建设取得重要阶段性成
果。落实《新预算法》，在专项
资金管理改革、推进零基预算、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强地方政
府性债务管理、全面实行预算公
开等方面，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
密集推出、落地实施。

八成支出
润泽民生增福祉

40年来，慈溪财政始终把
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
为财政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既注重财政资金取之于民，更关
切财政资金用之于民。（下转A2
版）

由0.52亿元增加到290.13亿元

慈溪财政总收入40年增长557倍

本报讯 昨天，宁波市第
十届学术大会现代信息分会在
慈举行。宁波市科协副主席汤
丹剑，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张红军出席并致辞。

根据宁波市第十届学术大
会总体安排，此次大会以“智
能担纲产业动力、创新依托基
础研究”为主题，邀请计算
机、电子与信息工程专家教授
作智能制造与智能服务产业的
发展研究等主题报告，并开展
专题交流与研讨。

近年来，数字化成为信息
技术发展的新动力，个人移动
通信、因特网的技术和能力成

倍提高，随着信息技术和生命科
学的不断突破，使人们清醒认识
到了信息技术的伟大力量。宁波
市信息技术领域的科技工作者齐
聚一堂，交流学术观点，展示技
术成果，探讨发展趋势，必将对
宁波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产生重
要影响。

会上，浙江大学教授庄越
挺、同济大学教授苗夺谦、360
企业安全集团专家邱凯、深信服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云计算产品专
家张文翔分别作了“大数据智能
和我们的对策”“世界主要国家人
工智能相关发展战略与规划”“基
于新战力、新战法、新战术的信
息安全新思维”“云计算助力现代
信息化建设”等专题报告，一批
优秀学术论文作了深入交流。

智能担纲产业动力 创新依托基础研究

宁波市第十届学术大会
现代信息分会在慈举行

本报讯 垃圾分类，变废
为宝。日前，宗汉街道在江东
村积善庵试点建立再生资源分
选站，让可回收垃圾和有害垃
圾找到各自的“家”。

在分选站里，工作人员制
作了可回收物统计表，对每一
种垃圾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分
类，明确了每种回收物的价
格，并按月统计各种垃圾的回
收数量，填写在可回收物统计
表上，供大家查看。

以前，村民因找不到人收
购，常把可回收垃圾一扔了
之，既增加了垃圾处理量，又
是一种资源浪费。宗汉建立再
生资源分选站，采取有偿上门
回收方式，按照市场价格回收
废塑料、废纸、废金属等，把
收好的可回收垃圾和有害垃
圾在垃圾分拣站进行分类暂
存。

“采用上门收购、分类暂
存的方式，可以帮助村民简
单、轻松完成垃圾分类。”有
关工作人员说，“各类可回收

垃圾送到再生资源回收公司，还
能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从而实
现变废为宝，真正实现生活垃圾
资源化，减轻生活垃圾对环境的
压力。”

哪些垃圾可回收利用？哪些
垃圾有害应该怎样处理？为了切
实增强群众垃圾分类意识，引导
村民自觉参与垃圾分类，宗汉在
分选站的外墙上设立了垃圾分类
展示墙，把各类可回收垃圾进行
分类展示，并用具体实物来教大
家如何使垃圾变废为宝。

依托再生资源分选站，宗汉
设立垃圾分类知识学习点，普及
垃圾分类知识，宣传垃圾分类的
好处，让每个居民都能随时了解
垃圾分类相关知识。同时，还制
作了垃圾分类宣传册，以生动可
爱的卡通形象展示不同种类的垃
圾，让垃圾分类知识“活”起
来，使垃圾分类知识真正家喻户
晓。

为更好地推进农村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宗汉在设立再生资源
分选站的基础上，要求分类试点
村（社区）设立可回收垃圾和有
害垃圾暂存点各一个，让垃圾分
类真正落到实处、收到实效。

垃圾分类分到“家”

宗汉试点村建起
再生资源分选站

■全媒体记者 鲁奕呈
鲁企望

通讯员 许燕歌 沈益品
编者按

改革开放40年来，慈溪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本报今起推出专栏“庆祝
改革开放40周年——数字看变化”，用数字解读我市在财政收入、城市化、外贸、居民收
入、教育、医疗等领域取得的显著成就。

■全媒体记者 鲁奕呈
通讯员 余小芳 张榆

■全媒体记者 陆燕青
通讯员 陆媛媛

■全媒体记者 俞建明
通讯员 罗柳红

■全媒体记者 屠梦欣
通讯员 屠友明

■全媒体记者 俞建明
通讯员 朱春芬

■全媒体记者 俞建明
通讯员 朱春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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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经济新指挥棒——“亩产论英雄”
>>A2版

新闻导读

离开小品搞话剧
是想“做点能够留下来的东西” >>A5版

为不断优化纳税服务和税
收营商环境，助力企业健康发
展，近日，市税务局工作人员
来到宁波豪威尔照明灯具有限
公司，了解企业经营情况，倾
听企业发展诉求，强化企业纳
税服务项目，精准服务企业。
■摄影 全媒体记者 王烨江

通讯员 于晓辉 许雪

问需求
帮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