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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足迹学《足迹》

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
征管改革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全文详见

浙江新闻客户端

本报讯 （记者 谢丹颖） 长三角同
城服务再升级。近日，记者从省大数据
发展管理局获悉，自 2019 年 5 月长三
角“一网通办”上线以来，沪苏浙皖已推
出 138 项跨省通办服务，累计全程网办
办件超 543.8 万件，567 个线下窗口实
现 41 个城市（地级市）全覆盖，服务逾
19万次。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不断推进，
越来越多的民生保障和企业服务事项不
断实现跨省通办。在宁波北仑九峰山旅

游区，仅用两分钟，来自上海的戚先生便
在网上预定好了门票，随后拿出自己的社
保卡，放到景区入口的闸机感应器上一
刷，闸门“嘀”一声打开了。戚先生告诉记
者，他还用电子社保卡在宁波图书馆借
了本书。一张社保卡在手，玩遍宁波的
同时还能享受同城待遇，十分便利。

如今，一大批全国首创的跨省政务
服务已成为现实。异地就医享受同城
待遇，长三角地区已实现 27 个城市医
保关系转移接续双向在线办理，累计办

件 10832 件，平均办结时间 4.9 个工作
日，单笔最短办结时间仅为 3 分钟；“政
银合作”助力异地办事，在三省一市
1.19万个银行服务网点、近2.29万台自
助终端机上，居民可异地办理 463 项政
务服务事项；今年 8 月起，在浙江做的
核酸证明，可以在上海的“随申码”里同
步查看；开具“有无（违法）犯罪记录证
明”和“户籍事项证明”等，居民无须再
回户籍地公安派出所办理，目前已有
60万余人享受这项服务。

138项服务可跨省通办

长三角同城服务再升级

“最近 3 个月，赚了去年半年的收
入。”这个夏天，天气虽热，61岁的任志明
干劲更热。他所在的绍兴市柯桥区合心
村常住村民不足 200 人，且九成年过花
甲。今年，村里重振竹产业，目标是让村
民年增收超百万元。

放眼柯桥，这样“共富有道”的村
子比比皆是。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
半年，柯桥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为 27924 元，同比增长 6.8%，增速
居 全 省 农 民 收 入 前 十 县（市 、区）第
一。若自 2013 年柯桥设区算起，该区
农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连续 9 年居
全省前三。

近日，柯桥入选浙江省第二批共同
富裕试点。当地又提出到 2024 年底农
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6.05 万元、
年均增收8%的新目标。

“连连涨”中，柯桥为何又能“更进一
步”？

扮靓面子
扩大农业产业增量

写下“囊中日铸传天下”的诗翁陆游
若穿越回今日故乡，一定会再咏新篇——
今年上半年，平水日铸茶实现产值1.4亿
元，同比增长8%。

54 岁的茶农黄汤荣感受明显：有了
日铸茶品牌，每斤茶青价格从三四十元
涨到八九十元，最贵卖到 120 元，“就这
一项，我家今年增收1万多元。”

作为柯桥农业第一主导产业，茶叶
曾支撑起全区 3 万多户茶农的主要收
入，但也一直陷于“好产品卖不出好价
格”的困境，大片茶园日渐荒芜。直到当
地打出“平水日铸”区域公共品牌，并实
行技术、质量、包装等“六统一”管理，品
牌溢价不断，茶农积极性随之高涨。去
年，全区茶产业年产值达4.22亿元。

“农民增收主要靠产业，发展现代农
业要面向市场、打响品牌，也就是要扮靓

‘面子’，以品牌、品质来实现溢价、扩大增
量。”柯桥区农业农村局局长裘剑平直言。

炎炎夏日，距离柯桥城区 20 公里的
同康村却是人来车往，格外热闹。

秘诀是这个偏远小山村紧跟市场，已
将全村近万亩竹林“化”作竹游道、竹餐
饮、竹民宿等八大农旅融合产业，打响“绿
林竹海”品牌。村党总支书记徐岳尧感
慨，以前农民辛苦把毛竹挑出山去卖，远
不如现在吸引游客进山来消费赚得多。

进出转换、从有变优，腾挪出的是新消
费空间。今年1月至7月，柯桥全区竹产业
基地共接待游客超8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
合收入2.7亿元，促农增收达2000万元。

开拓新业态之际，柯桥人也勤练“内
功”，打造科技强农、机械强农的农业“双
强样板”。

位于平水镇的我省首个菊花种质资

源圃就是典型。走进其占地 1600 多亩
的大棚，记者发现，每株菊花都由现代化
设备按标准技术精准栽培。目前，基地
单体大棚每平方米出花量达 45.2 枝，达
到业界领先水平。

周边农民也共享先进技术的收益，
作为资源圃建设单位之一的浙江海丰花
卉有限公司与 800 户农户共建“利益共
同体”——1600 亩地就流转自他们。基
地投资建好配套设施后，返租给农户，并
建立从播种到开花的种菊全过程精准服
务体系，每年促农增收4000余万元。

夯实底子
激活农村资源存量

“越老越有活力。”深入王化村长塘
头自然村，记者才明白此话的含义：村里
老人多，除了本村的，更有来自上海、广
东、杭州来避暑的； （下转第二版）

设区以来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一直居全省前三

柯桥农民，收入为何连连涨
本报记者 金春华 郑培庚

再过几天，宁波诺丁汉大学将迎来
2000 余名第十六届本科新生。新学期
开学前夕，我们来到这所国内首个中外
合作大学寻访。

2004年建校、2006年校园落成⋯⋯
这所学校从诞生之初就得到了习近平同志
的全力支持，将其称之为“希望的种子”。

《干在实处 勇立潮头——习近平
浙江足迹》写道，2006 年 2 月 23 日，宁波
诺丁汉大学校园落成，习近平出席落成
仪式。他说，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创建和
成立，开创了我国高等教育与国外优质
高等教育资源相结合的先河，为中国教
育走向世界创造了一种新的模式，也为
高等教育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提升了
高等教育的办学水平。

“先河”“创造新的模式”“注入新的
活力”⋯⋯时隔 16 年，习近平同志讲话
中提到的这些词，仍深深烙印在宁波诺
丁汉大学师生的心上。“这既是对宁波诺
丁汉大学的肯定，也是对我们高水平开
放办学的指引。”宁波诺丁汉大学党委书
记应雄说，让我国高等教育与国外优质
高等教育资源真正结合，实现“中西合
璧”，是十几年来他们始终坚持的遵循。

在宁波诺丁汉大学的标志性建筑钟楼
前，我们看到公园里两种迥异的风格相映
成趣：一边是水榭、石山等构成的中式园

林，一边是英式风格的建筑。就像是东西
方教学模式，在这里碰撞、交融，擦出火花。

开放办学，宁波诺丁汉大学坚持国
际化和本土化“两条腿走路”。打开商学
院《物流和供应链管理》一课的英文教
材，应雄告诉记者，这是他们从英国诺丁
汉大学直接引入的，配以相应的教学资

源与质量保障体系。然而，若坐到课堂
里，学生们又会发现，老师引用的教学案
例很多来自中国的行业前沿。“这样的教
学模式更符合中国国情的需要，真正将
东西方文化融会贯通。”应雄说。

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中国开放
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这更加坚定了宁

波诺丁汉大学开放办学的决心。
宁波诺丁汉大学以开放的姿态聚拢

国际一流师资。“十三五”期间，借助英国
诺丁汉大学的品牌效应，40 多位知名教
授从牛津、剑桥等世界一流名校加入宁
波诺丁汉大学。行走在校园里，我们邂
逅了一位身着运动服的外籍教师。他骑
着自行车，用不太标准的中文和我们打
招呼。同行的学生亲切地称呼他为“吉
米老爹”。这便是宁波诺丁汉大学电子
新材料领域首席教授吉米·杰尔——去
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发布的“全球前2%顶
尖科学家”之一。

汇聚世界一流教学资源，中外合作
办学结出累累硕果。如今，来自全球 70
多个国家与地区的近万名中外师生在校
园里朝夕相处、学习工作。一大批学子
也从甬江之畔走向五洲四海——因研究
成果卓越，摘得“影响世界华人大奖”希
望之星奖的优秀毕业生裘嘉毅；登上联
合国主席台作压轴演讲的许潇峰；7名学
生入选福布斯“30 UNDER 30”（30 位
30岁以下精英），成为商界新星⋯⋯15届
毕业生从宁波诺丁汉大
学走向牛津、剑桥、哥伦
比亚等世界顶尖学府深
造，其中 95%以上学成
归国。 （下转第二版）

浙报融媒共享联盟团队寻访宁波诺丁汉大学，看首所中外合作大学的成长

希望的种子，如今已桃李芬芳
本报记者 翁 杰 竺 佳 共享联盟宁波诺丁汉大学工作站 苏钧天

扫一扫 看视频

8月20日10时，杭州钱塘快速路（东湖高架路至23号大街段）开通试运行。这意味着，钱塘快速路东段全线贯通，从武林广场出发，一路通过
高架、隧道直达大江东最快只需25分钟。钱塘快速路是杭州“四纵五横”快速路系统中最中心的一“横”，全长53公里。图为钱塘快速路东湖高架
路互通立交。 本报记者 董旭明 拍友 金许斌 陈新勇 摄

大江东，更近了

本报讯 （记者 杨群） 当前，台州正锚定世界级制
造基地和万亿级规上工业体量的“两级”目标奋力前
进。以当地重点企业为主体构建的创新体系，正成为
提升发展能级的原生动力，众多科技型企业成为创新
主力军。

高强度科研投入、高端技术人才引进、高难度关键
技术攻关，是台州企业不断突破“卡脖子”技术的“制胜
三招”。海正生材是我国聚乳酸产业化的“拓荒者”，掌
握从材料合成到市场应用的各个环节，实现了聚乳酸产
业链的完全国产化；瑞生医疗经过近 30 年的科研攻关，
开创“肿瘤糖基化异常检测”先河，成功闯进“早癌检测”
产业的千亿赛道；北平机床整合国际化人才技术等优势
资源，打造自主可控的强大研发团队，研制了拥有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突破国际技术封锁⋯⋯凭借源源
不 断 的 创 新 能 力 ，科 研 先 行 的 企 业 率 先 迎 来 发 展 新
蓝海。

优化科技企业梯次培育机制，厚植优势乘势而上。台
州深入开展科技企业“双倍增”和高新技术企业“育苗造
林”计划，通过排摸各种类型企业，筛选建立科技企业培育
库、申报库和冲刺库，形成省创新型领军企业、高新技术企
业、高成长科技型企业、省科技型企业梯队式培育机制。
2021 年，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381 家、省级科技型中小
企业 1518 家，分别比上年增长 35.1%和 44.5%，均创历史
新高；新增省创新型领军企业 2 家，累计达 8 家，数量居全
省第二。今年上半年，台州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增速为
24.8%，全市规上工业研发费用为 93.46 亿元，同比增长
16.4%。

下一阶段，台州将发动龙头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构
建多元化企业创新体系，继续推行揭榜挂帅和赛马制，组
织实施重大研发攻关项目，突破一批对产业链具有重大影
响的技术。特别是台州作为我省数控机床及机床专用工
具的主产地，正在创建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凝
聚浙江大学、华中数控、海德曼、东部数控、杰克机床、北平
机床等高校院所和重点企业的研发力量，形成“一核多基
地多点网络”的协同创新格局，以攻破数控机床产业技术
等难题。

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数创新高

台州科技型企业成为创新主力军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数创新高

台州科技型企业成为创新主力军

本报记者在宁波诺丁汉大学开展宣讲，与师生共同学习《习近平浙江足迹》。
本报记者 贺元凯 摄

本报记者在宁波诺丁汉大学开展宣讲，与师生共同学习《习近平浙江足迹》。
本报记者 贺元凯 摄

本报讯（记者 郁馨怡 共享联盟
秀洲站 胡佳 史意 马燕琴） 近日，
2022 中国光伏绿色供应链大会在嘉
兴市秀洲区落幕。全国各地的光伏
行业大咖就光伏产业供应链安全和
可持续发展等话题进行了专业讨论。

历经 15 年的发展，光伏产业已
成为秀洲的优势产业和主导产业，
发展势头迅猛。“我们紧紧围绕光伏
全产业链，构建了以‘光伏玻璃+光
伏组件+光伏新材料+智慧应用’龙
头企业为代表的光伏产业链集群。”
秀洲区委主要负责人表示。今年 1
月至7月，秀洲光伏新能源产业实现
产值158.98亿元，同比增长72.3%。

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链发展。近
日，在浙江川禾新材料有限公司的
生产车间里，来自隆基集团的技术
人员正在与川禾公司的工作人员就
焊带性能提升进行交流。“现在两家
企业挨得近，遇到技术问题，一个电
话就能约到现场沟通。”川禾公司相
关负责人说。隆基、福莱特、阿特斯

阳光是秀洲的光伏产业龙头企业，
吸引了不少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落
地秀洲，川禾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截至目前，秀洲已集聚光伏上下游
企业200余家。

秀洲在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企
业研究院（中心）建设，目前，已建有
省级以上企业研发平台 20 余家，建
有国家级专业孵化器1家、省级孵化
器 4 家，光电转化率、光伏玻璃深加
工和“智能硅工艺”等多项关键技术
处于国内领先水平。此外，秀洲着
力创建省级光伏产业创新服务综合
体等一批公共服务平台，成立光伏
回收产业发展合作中心，并借智高
校人才资源，合力为企业提供技术
创新等特色服务。

项目加速，后劲更足。今年上
半年，秀洲国家高新区新设立亿元
以上备案内资工业项目 10 个，新增
工业用地备案投资额 9.9 亿元，同比
增长2倍，工业投资达22.18亿元，同
比增长8.1%。

秀洲光伏新能源产业前7月产值同比增长逾七成

龙头引领 链上追“光”

本报讯 （记者 金梁） 近日，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科润智控成
功登陆北交所，这是衢州首家北交
所上市企业。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是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助推浙
江企业和产业“出山”。

据了解，这一年来，财通证券集
成运用投资、投行、财富等三大金融
服务工具，主动探索券商助力共富路
径。山区26县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
同富裕示范区的突破点。不久前，为
解决乡村振兴资金来源问题，规模10
亿元的“金采农文旅共富基金”在龙
游成立，旨在促进传统农业产业的整
合及转型。“这只基金的背后，集合了
政府、券商、文旅等各方力量，以投资
创新、产融结合等方式赋能当地产

业，这是财通证券首次试水。”财通证
券董事长章启诚说。

聚焦特色产业，财通证券联合常
山国投设立“常山县柚富股权基金”，
由国有资本撬动引入社会资本精准

“滴灌”生态产业；聚焦共富赛道，财通
证券与遂昌县政府联合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拟设立“遂昌革命老区共富母基
金”，反哺当地发展⋯⋯今年以来，财
通证券已有6只产业共富基金和绿色
共富基金陆续落地、签约。

目前，财通证券累计为山区 26
县债券融资37.85亿元，在山区26县
设立19个服务网点并提供理财产品
45.28 亿元，向山区 26 县公益投入
341 万元，实现山区 26 县投行、投
资、财富服务全覆盖。

财通证券助力山区26县发展

金融服务进山 产业成果出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