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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我市积极探索数
字经济发展路径，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不断完善。日前，我市
发出《关于加快推进 5G通信
基础设施建设的通知》，按照

“一体规划、分步实施、全面
覆盖”的思路，今年计划新建
5G 基站 800 个，实现中心城
区、重点产业园区、重点旅游
区等重点区域 5G信号连续覆
盖，实现5G规模商用。

据了解，为了强化 5G通
信基础设施规划，目前，我市
正积极统筹 5G基站站址、机
房等配套设施建设需求，推进
5G基站专项规划和重点地区
站址布局专项规划编制，并建
立“政府主导、宁波铁塔公司
主责、运营商共享”的基站建
设工作机制。

加大公共资源开放力度，

优先免费开放公安、城管、电
力、交通等政府部门各类杆塔资
源，建设集通信基站、道路照
明、治安监控等多功能于一体的

“智慧杆塔”。免费开放政府机
关、公共场馆等所属公共设施资
源以及城市道路等场所和设施，
加快开放国有企业、客运站场等
场所和设施，引导镇 （街道）、
村（社区）开放公共设施资源，
规范开放住宅小区共用设施。

此外，优化申报审批流程，
推动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审批进驻
市行政服务中心，实现基站建设
审批“最多跑一次”。将5G通信
基础设施项目优先纳入土地利用
年度计划。

计划到 2021年，累计建成
5G基站超 1500个，实现城区、
重点镇 5G信号全覆盖。到 2022
年，累计建成 5G基站 2200个，
实现各镇及以上区域 5G信号全
覆盖。

我市加快5G建设与布局
今年计划新建5G基站800个

本报讯 日前，我市调解
工作连续收到多封喜报：市司
法局因人民调解工作优秀荣获
司法部“表现突出集体”荣誉
称号，多家人民调解委员会和
多名人民调解员获宁波市委市

政府表彰。“我们有各类人民
调解组织406个，专兼职调解
员 1376人，年均化解矛盾纠
纷 1.5万余件，调解成功率在
99%以上。”市司法局相关负
责人说。

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
验”，坚持“源头治理、调解
优先、依法治理、政社共治”

的原则，近年来，市司法局积
极发挥人民调解维护社会稳定

“第一道防线”作用，在巩固
传统人民调解工作的基础上，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一手抓
队伍，一手促服务，不断创新
升级人民调解工作模式，提升
社会治理能力。

在今年宁波市委市政府的

表彰中，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
解委员会榜上有名，胜山镇服
装布料行业协会人民调解委员
会调解员丁和通荣获成绩突出
人民调解员。为建设行业性、
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锻造专
业、规范的人民调解铁军，近
年来，市司法局不断深化交
通、医疗、劳动等专业调解组

织，并相继在校园、物业、婚
姻、旅游等多个领域指导建立行
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 10
个，还针对工业开发区、特色产
业等区域，组建了滨海开发区、
高新产业园区及服装布料等多家
区域性人民调解组织，专业化解
网络不断横向拓展。

（下转A4版）

积极发挥维稳“第一道防线”作用

市司法局不断创新升级人民调解模式

在电商平台拼多多上，一
款国产的“麦饭石不粘炒锅”
已经累计售出逾9万件，生产
这款锅具的浙江三禾厨具有限
公司，原本是一家国际品牌的
代工企业，疫情期间加大“外
贸转内销”力度，既促进了消
费回补，又对冲了外贸下滑。

数据显示，三禾厨具一季
度外贸订单同比下滑12%。尽
管公司出口业务遭遇冲击，但
通过调整产品定位、优化内销
渠道，做好国内终端销售，国

内销售额一季度同比增长
100%，预计全年将超 4000万
元，企业整体销售额有望增加
9%。

对于一家长期代工的外贸
企业来说，在自己生产的产品
上刻上自己的名字并在市场上
快速流通，并非易事。一直以
来，三禾厨具产品出口欧美市
场，疫情暴发后，凭借 80多
项专利证书、5项全球发明专
利技术优势，公司第一时间调
整销路，通过去年投入2亿多
元布设的内销平台，推出优质
优价商品，在打响自有品牌的

同时，也迅速打开了内销市
场，仅在线上平台就月销 300
万元。此外，在政府引导下，
三禾与拼多多等电商平台联起
手来，通过收集消费者偏好、
价格需求等信息，指导工厂研
发新品，打造出一大批受到消
费者欢迎的“新国货”“新品
牌”。

外贸转内销，代工转品
牌，并不意味着放弃国际市
场。三禾厨具董事长方成表
示，开拓内需市场，要建立重
点销售渠道，投入巨额费用打
造品牌。一口几十元的锅，加

上层层分销成本，在线下卖到
几百块，销路未必好。而三禾
厨具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迅速
突围困境，得益于多年来企业
闯荡国际市场时对品与质的追
求。

一直以来，三禾厨具对标
德国高端锅具。在技术上，三
禾业内领先的陶铸等离子专利
技术，使医用活性生物陶瓷在
17000度高温下变成等离子状
态，瞬时降温附着在锅体表
面，在增加了锅的硬度的同
时，也使不粘层的耐用度增加
3-4倍，就像给锅铸上了一口

医用“烤瓷牙”，既安全，又大大
增加了锅具的使用寿命。值得一
提的是，这些锅具从锅坯、锅底
工艺、使用材料、制作技术上都
达到了能与德国高端锅具匹敌的
水平。去年，该企业生产线进行
了智能化改造，实现了多道工序
的自动化作业。企业在疫情期间
成立了产品设计研究院，专门为
中国消费者量身定制锅具产品。

三禾：闯出“品”与“质”的突围之路
——来自外贸实力效益企业的报道⑧

■全媒体记者 何晨薇

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 不忘初心凝聚复兴伟
力，携手前进共商发展大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
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21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
开幕。这次大会将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组
织全国政协委员积极履职尽责，汇聚起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智慧和力量。

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内灯光璀璨，气氛庄重。悬
挂在主席台正中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熠熠生
辉，十面鲜艳的红旗分列两侧。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庆黎、刘奇
葆、帕巴拉·格列朗杰、董建华、万钢、何厚铧、卢展
工、王正伟、马飚、陈晓光、梁振英、夏宝龙、杨传堂、
李斌、巴特尔、汪永清、何立峰、苏辉、郑建邦、辜胜
阻、刘新成、何维、邵鸿、高云龙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王沪
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在主席台就座，祝贺大会
召开。

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应出席委员 2151人，实
到2057人，符合规定人数。

下午3时，张庆黎宣布大会开幕，全体起立，奏唱
国歌。随后，全体与会人员默哀1分钟，向新冠肺炎疫
情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表示深切哀悼。

大会首先审议通过了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
次会议议程。

汪洋代表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
大会报告工作。

汪洋强调，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也是人
民政协成立 70周年。中共中央召开中央政协工作会
议，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精辟论述新时代人民
政协工作的使命任务、根本要求、着力重点，深刻揭示
人民政协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内在联系，为新时代人民政
协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汪洋总结了过去一年多来人民政协工作。他说，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政协全国
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聚焦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打好三大攻坚战等任务，加强专门协商机
构建设，认真履行各项职能，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
了新的贡献。在近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人民政

协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共中央决策部
署，动员政协各级组织、各参加单位和广大委员参与疫情
防控斗争。广大政协委员在各自岗位上以实际行动展示了
责任担当。

汪洋指出，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

五”规划收官之年。人民政协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中共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中央
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
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
用，广泛团结动员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
人士，紧扣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履职尽责、凝心聚力，为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
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贡献。

汪洋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上的重
要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
的意见》，部署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人民政协的重点工
作。必须继续抓好贯彻落实，注重固本强基，毫不动摇坚
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有序有效推进
专门协商机构制度建设，深入做好凝聚共识工作，强化委
员责任担当，把人民政协制度坚持好、把人民政协事业发
展好。

全国政协副主席郑建邦代表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报告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以来的提案
工作情况。全国政协委员、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各专门委员
会提交二次会议提案5488件，经审查，立案4089件，交
175家承办单位办理，均已按时办结。常委会持续推动提
高提案工作质量，加强工作制度体系建设，通过开展提案
办理协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推动新时代人民政协提
案工作在坚持中发展，在巩固中完善。

在主席台就座的领导同志还有：丁薛祥、王晨、刘
鹤、许其亮、孙春兰、李希、李强、李鸿忠、杨洁篪、杨
晓渡、张又侠、陈希、陈全国、陈敏尔、胡春华、郭声
琨、黄坤明、蔡奇、尤权、曹建明、张春贤、沈跃跃、吉
炳轩、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湘、陈竺、王东明、白玛
赤林、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武维华、魏凤和、王
勇、王毅、肖捷、赵克志、周强、张军等。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
志应邀列席开幕会。外国驻华使节等应邀参加开幕会。

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在京开幕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到会祝贺

汪洋作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 张庆黎主持 郑建邦作提案工作情况报告

本报讯 昨天下午，市农
业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全体理事
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孙黎明
在会上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宁波考
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好发
挥调研参谋作用，提供强大智
力支持，助推我市“三农”工

作持续走在全省前列。副市长
董维波参加。

孙黎明指出，去年以来，
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与
各位理事的共同努力下，市农
研中心运作成效明显，形成了
一批富有价值的调研成果，提
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意见建
议。今年，市农研中心要继续
聚焦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领

域、重点内容，深入分析农业
农村发展中所面临的困难和问
题，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建议，
不断提升服务“三农”发展水
平。

孙黎明强调，要加强战略
性研究，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充分发挥参谋作用，为慈
溪“三农”顶层设计做好参
谋、当好助手。要加强重点性

研究，立足我市实际，坚持问
题导向，深入研究新时代我市

“三农”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重大课题，努力提出切实可行
的对策建议。要加强务实性研
究，坚持实事求是，深入基层
一线，把调查研究做得更深、
更细、更实，并重视研究成果
的转化，真正让研究成果指导
和推动“三农”实践，更好地

为市委、市政府“三农”决策服
务。要发挥好“三农智库”的更
大作用，建强人才队伍，拓展研
究网络，加强协作配合，积极营
造“三农”研究的良好氛围，为
我市农业农村发展提供强大的智
力支持。

会上，市农研中心理事长许
信钿作工作报告。

孙黎明在市农研中心全体理事会议上强调

发挥调研参谋作用 提供强大智力支持
助推我市“三农”工作持续走在全省前列

■全媒体记者 胡格格

5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新华社发

■全媒体记者 叶吟泠
通讯员 唐春燕

本报讯 日前，市侨联、
坎墩街道联手举办在慈留学生

“行走家乡·我为乡村振兴献
一计”活动，在美国、英国、
意大利等国求学的慈溪籍留学
生相约坎墩大学生农创园，畅
聊家乡的喜人变化，畅想未来
的梦想蓝图。

“家乡是个温柔的字眼，
无论身在何处，遇到何种情
况，说起这两个字心中就会升
起无比的暖意。”座谈会上，
聊起家乡，“温暖”是留学生
口中的高频词。“这次紧急回
来，踏上故土的那一刻，真切
感受到回家真好。”在米兰理
工大学读研的陈熔蓉感慨，短
短几年，慈溪变化很大，不仅
新开了许多购物广场，还增添
了大剧院、科技馆等城市配套
设施。陈熔蓉说，自己的毕业
设计主题是“帮助小农改善生
活”，“之后在原型测试阶段，
希望自己的创意设计有机会可
以和农创园对接。”

从英国学成归来的留学生童
愉茜也认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
注重“有质感”的生活，在参与
家族企业后，她提出打造一个蜜
蜂主题的博物馆和蜜蜂园的想
法，为更多的年轻父母提供亲子
教育、活动的机会。同时，她建
议，当前农产品售卖在传统模式
上要有新拓展。线上线下齐头并
进，线上不仅可以在淘宝、京东
等电商平台出售，也可以利用时
下火爆的直播模式进行分销。

交流中，许多留学生表示，
通过这次难得的接触机会，让他
们对家乡的发展有了进一步的了
解，使自己更接地气。也希望待
到学有所成之时，能够为家乡的
乡村振兴献计献策，尽一份绵薄
之力。

市侨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希
望通过实地走走看看的体验方
式，让慈溪籍的留学生能够对家
乡发展变化有更深刻的了解，增
强他们对家乡的归属感和认同
感，进而为家乡代言，“望这些
孩子学成归来能够学以致用，在
家乡发展建设中贡献他们的青春
力量。”

“海燕”归巢家乡行

■全媒体记者 何晨薇

■全媒体记者 陈思言
通讯员 余旭凯 余聪波

■全媒体记者 陈思言
通讯员 余旭凯 余聪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