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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套人才公寓本月起申购
本报讯 （记者汪董 通讯员臻

仁社）日前，记者从区人社局获悉，
我区2016年人才公寓购置工作已于
本月启动。2016年人才公寓依然采
取货币补贴的方式实施，本月，符
合人才公寓货币补贴条件的人员，

可向区人社部门申请获得政府给予
的定额货币补贴。

本次申报对象为：符合 《宁波
市镇海区人才公寓购置实施办法》
第三章第七、八条规定人员，工作

年限计算至2016年12月31日。具体
条款内容可登录镇海人才网查询。

据悉，补贴标准为控制标准内
货币补助2345元/平方米，所购房
屋面积不足控制标准的按实际面积

计算(辅房不计入控制面积)。补贴
分5年发放，发放额度每年依次为
补贴总额的50%、10%、10%、
10%、20%。

据了解，今年补贴总套数为

160套，与去年持平。若符合条件

人员所享受总数超过160套，人才

公寓办公室会同相关部门通过公开
摇号方式，确定具体享受人。

本月内，凡符合人才公寓货币
补贴条件的，由本人填写 《镇海区
2016年人才公寓货币补贴申请表》，

并提供相关资料，报区人才市场管
理办公室。申报地址为宁波市镇海
区骆驼街道慈海南路1230号人力资
源市场二楼1号窗口。联系电话：
0574—86275391。

人才公寓货币补贴政策不可与
其他人才住房保障政策重复同享。
这就意味着，已购买低收入家庭住
房、经济适用房、限价房、人才公
寓等保障性住房，或已按政策规定

享受区财政引进人才易地安家补助、
领军拔尖人才购房安家补助、博士
后出站留甬安家补助、高校毕业生
购房补贴、创客人才基础人才购房
补贴等相关政策性补助的人才，不

再享受人才公寓货币补贴政策。

创新设计助力流程工业“弯道超车”
———访中国工程院院士钱锋

“创新设计将成为国内流程工

业实现‘弯道超车’的关键所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理工
大学副校长钱锋如是说。

流程工业原料与产品多为均
一相 （固、液或气体） 的物料，

其包括石油、化工、钢铁、建材
等基础原材料行业，是我国国民
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支柱产业。经
过数十年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
上门类最齐全、规模最大的流程

工业制造大国。“但是，我国流
程工业依然存在高端制造不足、
资源对外依存度高、安全环保压
力大、企业运行水平参差不齐等
问题。”钱锋指出。

钱锋院士一直从事石油化工
生产过程智能建模、控制与优化
的应用基础研究与工程技术开发，
先后主持完成了40余项国家、省
部级、企业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开

发项目，取得了多项创新性显著、

填补国内空白、达到国家先进水
平的研究成果。其科研成果在国
内许多大型石化装置上应用后，
每年累计为企业创造出数亿元的
直接经济效益。

目前，世界流程工业的发展，
正处于新旧动能迭代更替的过程。

“如何结合互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等现代信息技术与现有行业优

势，主动融入国家‘一带一路’

及‘中国制造2025’等国家战
略，推动流程工业生产、管理和
营销模式的变革，驱动流程工业
向智能化、绿色化和高端化制造
方向前行。”钱锋说。这是国内流

程工业转型发展的大趋势，通过
创新设计打破国内流程工业发展
现状很是关键。

“通过创新设计实现流程工业
智能优化制造，智能生产和智慧

决策是两大主题。”钱锋认为。智
能生产主要面向工业生产过程与
系统，基于智能感知、人机交互，
构建智能化与绿色化的柔性制造
模式，重塑产业链、价值链，实

现工艺优化、生产全流程整体优
化。智慧决策针对全球化的市场
需求，基于互联网和信息物理系
统，企业应自主学习、主动响应，
重塑供应链，敏捷优化商业行为，

实现经营管理和决策的智能化。
“安全环保是社会最关注的问

题，也可通过创新设计破解制约

流程工业发展的瓶颈。” 钱锋分
析，生产工艺优化和全流程整体
运行优化是其中核心所在，但一
直是世界难题。

生产工艺优化是对已有的生

产工艺和生产流程进行优化提
升，以形成生产高性能、高附加
值产品的先进工艺和流程。全流
程整体运行优化是指在全球化市
场需求和原料变化时，以高效化

与绿色化为目标，使得原材料的
采购、经营决策、计划调度、工
艺参数选择、生产全流程控制实
现无缝集成优化，使企业全局优
化运行。

“只要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
算、互联网、虚拟制造、智能技
术和知识工作自动化等新思想与
新技术，结合钢铁、冶金、石化、
电力等流程企业特点，通过工业

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定可实现
预定安全环保目标。”钱锋直言。

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中期绩效评估结束

镇海总体情况受肯定
本报讯 （记者汪皛 通讯员许

华鑫 陈爽） 为深入推进国家食品
安全示范城市及浙江省食品安全示
范市、县 （市、区） 创建工作，近
日，宁波市创建工作中期评估组对
我区创建情况开展现场综合评估。

此次评估主要包括深度访谈创
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听取创建工
作汇报等，并抽取镇（街道）、种养
殖、餐饮等相关单位实地核查。评
估组总体对创建工作表示肯定。

近年来，我区认真落实宁波市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的相关
任务，同步开展浙江省食品安全示
范区创建。区本级成立以区长为组
长，分管副区长任副组长、31个相

关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创建工作领

导小组，将食品安全纳入党委、政
府综合目标考核以及地方党政领导
班子政绩考核，食品安全考核分数
超过总数的3%。

在创建期内，我区扎实推进开

展省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建设现代化
试点、省食源性疾病监测体系建设
试点两项省级试点，以农村集体聚
餐、学校食品安全、网络订餐、集
体用餐配送单位四个领域为重点探

索监管新模式，推进民生实事工程，
五家城区农贸市场质量追溯体系、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体系“双体系”
建设完成率达100%。

镇海区民政局社会组织登记公告
2016年11月16日 第26号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

理暂行条例》的规定，下列民办非
企业单位已经区民政局核准登记，
特此公告。

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宁波镇
海骆驼中街社区卫生服务站

单位性质：法人

业务范围：预防保健科，全科
医疗科，中医科（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业务活动）。

住址：宁波市镇海区骆驼街道
中街52号

法定代表人：苗志平

注册资金：贰拾万元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330211MJ9003370N

业务主管单位：镇海区卫生和
计划生育局

镇海区财政支持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申报审核结果公示
申报项目
申报通知
政策文件

政策条款

奖励金额

公示期限 公示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镇人社发[2016]62号

镇政办发[2013]145号

关于做好2016年度镇海区人才政策专项资金申报的通知

关于大力推进人才优先开发的实施细则的通知

实施优秀中青年人才培养工程。实施“121”人才培养工程，对于入选区“121”人才培养工程第一、二层次培养对象的人员，实行10

万元以内的学术科研津贴。学术科研津贴将根据不同层次的培养人员及学术科研项目开展情况确定标准：第一层次培养人员，每年给
予2万—10万元的学术科研津贴；第二层次培养人员，每年给予1万—3万元的学术科研津贴。津贴发放额度根据年度考核情况确定。
区121人才学术科研津贴 （2016年度考核奖励） 申报人数合计36人。奖励金额明细详见镇海区财政支持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申报服务
平台（http://220.191.214.197）。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上述公示内容有异议的，请在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向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或区财政局提出。单位提出异议的，须加盖公

章；个人提出异议的，须署真实姓名和联系电话。为保证异议处理的客观、公正、公平，匿名异议不予受理。公示期内未收到异议的，上述项目资

金将在公示截至期后十个工作日内下达。

联系人、联系电话：金瑾（86270135）

镇海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 镇海区财政局
2016年12月5日

区121人才学术科研津贴（2016年度考核奖励）

记者张超梁

图为钱锋院士。

本报讯 （记者李欢腾 金
城） 12月3日下午，来自宁波国
际志愿者基地的留学生志愿者带
着我区多所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
校的学生们来到宁波植物园，陪
他们度过了一个开心、美好的周

末。
张璐是来自务实学校的一

名六年级学生，当天的活动让
她收获颇多。“今天下午特别
开心，我跟新认识的外国留学

生姐姐用英语交流了很多，学
到了很多新知识。”张璐说，

“我要好好学习，学好英语，希
望将来有机会再见到留学生姐
姐，到时候我希望能用英语流

畅地跟她交流。”
张璐口中的留学生姐姐是来

自宁波诺丁汉大学的留学生夏洛

特 （音译）。“很开心能够参加
这样的活动，小学生们都很可
爱。”夏洛特告诉记者，活动特
别有意义，也希望孩子们能够快
乐成长。

“此次活动共有27组家庭参
加，志愿者包括来自宁波诺丁汉
大学的7名外国留学生和来自浙
江万里学院的24名大学生。”该
活动负责人杜飞明告诉记者，今

年10月，国际志愿者基地在宁波
诺丁汉大学成立，而12月5日又
是国际志愿者日，因此，通过与
区文明办、区流管办等相关部门
联系，他们组织志愿者带着外来

务工人员子女游玩宁波植物园，
给这些孩子带来关爱。

市
学
术
大
会
绿
色
环
保
分
会
在
镇
举
行

对
接
前
沿
科
技

增
添
发
展
动
力

本报讯 （记者陈巍 舒适 实习生胡谷怀 通

讯员周德敏） “我们的石油化工企业，装置设备与
发达国家相当，甚至还要领先一些，但为何在生产
效率、能耗物耗、安全环保方面，却与发达国家的
企业有差距？”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理工大学副校
长钱锋，在宁波市第九届学术大会绿色环保分会上

的主题演讲中，以这样的发问开头。
12月2日，由市环境科学学会、区科协联合承办

的此次大会，吸引了来自全市绿色环保相关学 （协）
会的专家、石化企业负责人，高校院所师生参与，
副区长黄向华出席大会并致辞。尽管大会的主题设

定为“依靠环保科技创新、推动港城绿色发展”，但
专家学者们在头脑风暴中所涉及的内容，大大超出
环保科技的范畴，机制创新、设计创新、智能制造
等话题激荡着与会者的思维火花。

钱锋院士的讲演主题为“‘互联网+’时代石油

与化工行业的智能优化制造”。他认为，当前智能制
造的升级主要集中在离散行业 （指生产过程可以停
止，产品由多个零件装配而成的行业），而石化行业
作为一个流程行业 （生产过程不能停止，产品形成
无法还原），也需要引入智能制造管理，实行全流程

的优化。
“只有依靠智能优化制造，企业才能实现资金

流、物质流、能量流与信息流的‘四流合一’，整个
行业才能补齐绿色环保的短板，推动经济社会的绿
色发展。”钱锋院士的演讲思路超前，他把演讲中的

大胆设想定义为“无人区”，并鼓励镇海的石化企业
攻入“无人区”：“石油与化工行业应当承担引领流
程工业智能优化制造的责任，加速实现生产、管理
和营销模式的变革，重塑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
链。”

随后，来自中国环科院、宁波大学、市规划院
等机构的专家也分别演讲，阐述城市绿色发展的理
念和举措。

据悉，宁波市第九届学术大会于11月16日开幕，共设1个主会场，7个
分会场。除了在镇举办的绿色环保分会，学术大会还分别就新材料、现代农
业、海洋经济、智慧城市、智能制造以及民生健康等学科领域开展专题交流
与研讨。学术大会每两年举行一次，是全市科协系统重要的学术交流盛会。
本次绿色环保分会设在镇海，旨在助推前沿的环保科技与镇海本地产业深入

对接，为宁波和镇海的产业发展指明新方向，增添新动力。

记者汪董 金诚

图为部分获奖作品 (记者汤越 摄）

图为活动现场

国际志愿者陪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过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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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思妙想改变生活
———第十一届“镇海杯”国际创新设计大赛颁奖现场侧记

第十一届“镇海杯”国际创

新设计大赛颁奖仪式，为12月2
日的九龙湖畔带来了一丝别样的
青春活力。在作品展示区，记者
看到了不少来看新奇的市民，以
及来取经的创意设计业内人士。

这些源于探索与创造的设计
作品，彰显的是自主创新力量的
崛起。

一支笔玩出多花样
自己和妻子的一个小创意居

然能够获得创新设计公共组一等
奖，这是王秋波没有想到的。

在参赛作品展区，记者见到
了王秋波和妻子肖越菲的设计作

品《旋转记号笔》。银白色扁长的
笔身，透着强烈的设计感。两端
笔头分别为黄色和绿色，其中黄
色笔头处内置转盘，方便用户根
据自己的需要旋转，选择不同型

号的笔尖，画出不同粗细、不同
形状的实线。而绿色笔头则采用
转轮形状，可实现虚线标记功能。

简单点说， 《旋转记号笔》

的特色在于，让使用者仅用一支
笔就能进行多样化标记。

作品的创意源于肖越菲做阅
读笔记的习惯。根据内容重点不
同，肖越菲经常拿好多支笔在本

子上画来画去。”有一天，觉得麻
烦的她灵机一动，“为什么不能
一笔多用？”

于是，肖越菲设计，王秋波
制作，一档夫妻联合作品 《旋转

记号笔》成形了。

虽是小创意，但是实实在在
解决了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吸引
了不少人的眼球。这次来参加
“镇海杯”国际创新设计大赛，王
秋波也有一些小期待，希望能够

与宁波文具生产企业合作，将自
己的设计作品推向市场。

智能家居开启“懒人”时代
想像一下，当早上起床关掉

闹钟时，窗帘就会自动打开，用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沉睡的
身体；然后，通过手机一键控制
灯光、门锁、窗户，抱着一个触
控平板，让电饭锅煮饭、让空调
提前开放、让热水器自动烧水、

让洗衣机自动洗衣……
在颁奖仪式上， 《sun-

shine》 《Ites》 《家庭智能控制
终端》 等多组杜亚智能家居专业
组设计作品出炉，再一次证明了，

科技改变生活。
作为一名智能家居领域的工

业设计师，楚文宝与小伙伴们合
作设计的作品 《Ites》 赢得了智
能家居专业组评委的认可，捧回

了一等奖。
楚文宝向记者展示了参赛作

品，一个仅约十公分长的弹头形
状的智能家居中央处理器。楚文
宝介绍，凭这个“小个头”，就

能与红外线等信号互联，实现对
家庭内几乎所有家用电器的控
制。

尽管从业不久，但楚文宝相
信，智能家居，路在前方。

（上接第1版） 是构建和谐石化区的

重要抓手。
徐文华要求，要聚焦问题、扭

住关键，在查摆问题上动真格，在
推进作用发挥上出实招，在创新方

式方法上求突破，以高度的行动自

觉推进企业党建工作，要精准发力、
狠抓落实，把准方向、带好队伍、
解决难题、打下基础，把服务型党
组织建设不断引向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