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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中伟在市纪委八届二次全会上强调

加快打造“海上清舟”清廉建设高地
为现代海洋城市建设提供坚强保障

张明超王伟高浩孟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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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通讯员 黄家振
驻岱山记者 陈瑶

本报讯 记者从舟山鼠浪

湖码头有限公司获悉，1月 29
日中午，停靠在鼠浪湖矿石中

转码头1号泊位的40万吨矿船
“明卓”轮，顺利完成39万吨铁
矿石的全卸作业。这是该码头

新春迎来的首艘40万吨矿船，
随着该船完成装卸，该码头历

年累计接卸全球最大的40万吨
矿船已达300艘次。

宁波舟山港是国内可挂靠

40万吨矿船泊位最多的港口。
作为宁波舟山港矿石运输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鼠浪湖

矿石中转码头可常态化挂靠

40万吨矿船，自 2016年9月 23
日首靠 40万吨矿船以来，接
卸 40万 吨 矿 船 数 量 逐 年 提
升，进一步彰显了宁波舟山

港作为我国重要大宗商品转

运基地的枢纽作用。

近年来，鼠浪湖矿石中转

码头致力于码头卸船效率提

升。通过科学制定生产流程，

不断优化生产工艺，创新“回”

字形清舱法，极大提高了码头

卸矿速率，从最初全卸40万吨
矿船耗时70多小时，到如今的
不到50小时，40万吨矿船平均
净作业时间进一步压缩，2022
年 40万吨矿船全卸最快纪录
刷新至37.08小时。

修内功，添“利器”。“正在

推进建设的卸船泊位110米延
伸工程，让我们有望成为全国

第一个具有同时靠泊作业2艘
40万吨矿船能力的码头。”该
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鼠浪湖

矿石中转码头还积极增添设

备设施，满足不断发展的需

求，自开港以来陆续到港新的

卸船机和取料机，极大提高了

矿石接卸和出运作业能力。

中国共产党舟山市第八届纪律

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

2023年1月30日在新城举行。出席会
议的市纪委委员27人，列席97人。

市委书记、新区党工委书记何

中伟出席全会并作重要讲话。市委

常委和有关市领导出席会议。有关

方面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

这次全会的主要任务是：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认真落实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

全会和省纪委十五届二次全会部

署，按照市第八次党代会和市委八

届三次全会的要求，总结我市2022
年纪检监察工作，研究部署2023年
任务。全会由市纪委常委会主持，

审议通过了章青山同志代表市纪

委常委会所作的《全面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 加快打造清廉建设高地

为奋力书写现代海洋城市建设新

篇章提供坚强保障》的工作报告。

全会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和二十届中央纪委

二次全会、省纪委十五届二次全会

精神。会上，四家单位党委作了述

责述廉。何中伟同志在市纪委八届

二次全会上的讲话，充分肯定2022
年我市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的成绩，强调

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始终保持全面从严治党的

清醒坚定，切实增强推进我市全面

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使命担当，

加快打造勤廉并重的新时代“海上

清舟”清廉建设高地。全市广大党

员干部特别是纪检监察干部要认

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执行。

全会指出，一年来，市委以高

度的政治自觉和坚强决心定力，深

入贯彻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

的战略部署，以上率下压紧压实政

治责任，纵深推进清廉舟山建设，

保障现代海洋城市建设迈出坚实

步伐。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省

纪委省监委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

立足职能职责，主动担当作为，聚

焦“两个维护”，政治监督形成导向

效应；聚焦清存遏增，惩治腐败呈

现综合效应；聚焦纠树并举，作风

建设取得破立效应；聚焦贯通联

动，政治巡察释放利剑效应；聚焦

变革重塑，改革创新放大乘数效

应；聚焦迭代升级，清廉建设彰显

系统效应；聚焦严管严治，队伍建

设激发共振效应。经过全市上下

共同努力，我市全面从严治党成

效度实现了大提升，作风建设形

成了“组合拳”，清廉建设走出了

特色路，“三化”建设取得了新进

展。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全会深入

分析了当前我市全面从严治党依

然严峻复杂的形势，实事求是剖

析了纪检监察工作和干部队伍建

设存在的问题，要求高度重视、切

实予以解决。

全会强调，2023年是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

施“十四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

一年，是“八八战略”实施 20周年，
做好纪检监察工作责任重大、使命

光荣。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二十

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省第十五次

党代会、省委十五届二次全会和省

纪委十五届二次全会的决策部署，

按照市第八次党代会、市委八届三

次全会要求，更加深刻领悟“两个

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坚决贯彻党的自

我革命战略思想和全面从严治党

战略方针，忠实履行党章和宪法赋

予的职责，认真落实健全全面从严

治党体系任务和推动完善党的自

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要求，锚定打

造勤廉并重的新时代“海上清舟”

清廉建设高地目标，坚持不敢腐、

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坚定不

移正风肃纪反腐，深入开展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全力推进新

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

发展，为奋力书写现代海洋城市建

设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

第一，紧紧围绕护航党的二十
大精神贯彻落实，以更高站位强化
政治监督。坚持监督方向往“两个
维护”看齐，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强化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

落实情况以及党章执行情况的监

督检查，推动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

部署落实机制。坚持监督任务往

“中心大局”靠拢，聚焦中国式现代

化的海洋城市实践，强化政治监

督，确保政令畅通。坚持监督对象

往“关键少数”聚焦，紧盯制度执

行、权力行使、责任落实，推动各级

“一把手”和领导班子严于律己、严

负其责、严管所辖。坚持监督机制

往“提升质效”完善，构建政治监督

整体打法体系。

第二，紧紧围绕以巡促改以巡
促建以巡促治，以更宽视野发挥政
治巡察利剑作用。坚持从政治上准
确把握和推进巡察工作，扎实有序

推进常规巡察、基层站所巡察、巡

察“回头看”等任务，巩固完善巡察

全链条质效管控体系。着力发挥市

级巡察机构承上启下、统筹协调作

用，推进市县联动巡察，完善上下

联动格局。强化巡察整改和成果运

用，压实整改责任、健全工作机制、

形成监督合力，做深做细“后半篇

文章”。

第三，紧紧围绕加固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堤坝，以更严基调持续深
化作风建设。重点纠治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严肃查处贯彻落实上级

重大决策部署不上心不用力等行

为，推动解决“分管不管、中层不

快、基层不动”现象，持续纠治层层

加码、“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等突出

问题。严肃整治享乐主义、奢靡之

风，深挖细查隐形变异，探索建立

“风”“腐”同查同审同析同治工作

机制。大力弘扬时代新风，优化营

商环境，加强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

监督，跟进监督工程建设项目招投

标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开展

“真抓实干、马上就办”作风建设专

项行动，推动养成严实作风。

第四，紧紧围绕浓厚担当作为
实干争先氛围，以更暖举措构建干
部激励厚爱体系。坚持把纪律建设
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用好第一

种形态上下更大功夫，完善干部廉

情智控机制， 下紧转第2版荩

本报讯（记者 董佩军）1月30日下午，市领
导何中伟、徐仁标、王伟、王高瞻、张立军、方

维来到新城喜来登绿城酒店，亲切看望住香

港政协委员。

走进委员驻地，市委书记、新区党工委书

记何中伟与委员们亲切交谈，对大家的到来表

示热烈欢迎和诚挚问候，对大家长期以来关心

支持家乡发展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尽管大家

工作生活在香港，但关心家乡的真情不会变，

对家乡越来越好的意愿不会变。近年来，舟山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交出了优异答卷，去

年GDP增速位居全省第一，这离不开大家和众
多舟山籍香港同胞的关心关注和鼎力相助。

何中伟说，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开局之年，是“八八战略”实施20周年，
也是舟山乘势而上建设现代海洋城市的关键

之年。希望住香港政协委员始终关注家乡发

展，时刻用心感悟舟山发生的精彩蝶变，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主动融入舟山发展的火热实

践，画好最大“同心圆”，凝心聚力促发展，为

舟山率先实现海岛现代化、高水平建设现代

海洋城市鼓与呼、添砖瓦。此次参会，希望大家

认真履职尽责，积极建言献策，多提宝贵意见，

确保高质量完成大会各项任务。

住香港政协委员纷纷为家乡发展成就点

赞，表示将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状态、务实的

作风履行好委员职责，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家

乡建设发展，为舟山高水平建设现代海洋城市

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阴记者 董佩军

本报讯 1月30日上午，市纪委
八届二次全会在新城举行。市委书

记、新区党工委书记何中伟在会上

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二十

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和省纪委十五

届二次全会部署，持续健全全面从

严治党体系、自我革命市域制度规

范体系，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

腐一体推进，加快打造勤廉并重的

新时代“海上清舟”清廉建设高地，

为奋力书写现代海洋城市建设新篇

章提供坚强保障。

张明超、王伟、高浩孟等市四套

班子领导出席。市委常委、市纪委

书记、市监委主任章青山主持会议

并在全会第二次会议上作工作报

告。会议传达了中央纪委、省纪委

全会精神，定海区委、六横管委会

党委、市交通运输局党委、市海投

公司党委负责人作述责述廉报告并

接受评议。

何中伟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

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重要

讲话，对坚定不移深入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为深入推进

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

了根本遵循。我们要学深悟透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化对解

决大党独有难题的规律认识，增强

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高度自

觉，把握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部署

要求，持续推进以自我革命引领社

会革命的市域实践，巩固全市持续

向好的政治生态。

何中伟充分肯定了去年我市全

面从严治党取得的成绩，分析了当

前面临的形势和存在问题。他强调，

2023年是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
局之年，是“八八战略”实施20周年，
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尤为重要。

要强化政治监督，更加自觉担负起

坚决捍卫“两个确立”根本政治责

任，聚焦“国之大者”，聚焦政治纪

律，聚焦“关键少数”，切实做到“总

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浙江见

行动，舟山快落实”。要加强作风建

设，深入开展“真抓实干、马上就办”

作风建设，驰而不息纠治“四风”，大

力培树新风、弘扬正气，持续加固中

央八项规定堤坝。要全面巩固压倒

性胜利，在不敢腐上持续加压，在不

能腐上深化拓展，在不想腐上巩固

提升，增强“三不一体”治理效能。要

深化管党治党实践，构建监督贯通

格局，发挥巡察利剑作用，纵深推进

清廉建设，加快完善自我革命市域

制度规范体系。要突出严管厚爱导

向，坚持抓早抓小、精准问责、撑腰

鼓劲，激励勤廉并重干净干事。

何中伟强调，全市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和纪检监察干部要坚决落

实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部署要求，

做到忠诚于党、善于斗争、明责严

纪，以铁的纪律锻造新时代纪检

监察铁军。各级党委要加强对纪

检监察工作的领导，关心关爱纪

检监察干部，为他们履职尽责提供

强有力支撑。

阴记者 徐祝君

本报讯 舟山规上工业总产值

突破3000亿元大关。记者日前从市
经信局获悉，2022年，舟山实现规上
工业总产值3413.4亿元，比上年增长
44.7%，首次突破3000亿元大关。
“去年我市坚持实干争先、跨越

发展，围绕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突出

大项目引领、大集群推进、大企业培

育，工业‘压舱石’和‘助推器’作用

凸显。”据市经信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去年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21%，增速全省第一；工业增加值占
到全市GDP总量的40%以上，对全市
GDP增速的贡献率达80%；制造业投
资占全市固定资产投资43%，占比全
省第一；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增长

57%，增速全省第一。
站在新高点回望，工业产值突

破3000亿元，这一步可谓意义非凡。

舟山海岛工业从零起步，到1999年
突破100亿元；从 100亿元到 1000亿
元，用了10年；从1000亿到2000亿元
用了13年，而从 2000亿元到 3000亿
元，却仅用了1年。

1年1000亿元的增量，是如何来
的？我市坚持项目为王、狠抓项目攻

坚立下“头功”，为工业增加值、工业

投资、亩均税收等主要指标作出了

重大贡献。

新年伊始，浙石化顺利获批商务

部下达的2023年原油非国营贸易进
口配额2000万吨，并在首批 1899万
吨的成品油出口配额中拿到了 167
万吨配额，系全国首批 7家获批企
业中唯一一家民营企业。新年迎来

的开门红，也是去年良好发展态势

的延续。去年，浙石化4000万吨/年
炼化一体化项目一二期全面投产，

累计加工原油超3700万吨，实现产
值近2300亿元，比上年增长了65%。

除了浙石化项目外，荣盛金塘

新材料项目、鱼山高性能树脂和高

端新材料项目等一批投资千百亿

级的先进制造业项目落地建设，华

润异质结光伏电池、远景零碳产业

园、聚泰新能源电池材料等一批新

兴产业项目加快推进，去年全市完

成制造业投资 420亿元，为工业经
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

动力。

工业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离

不开产业集群提升。据悉，去年我市

推动船舶工业向高端船舶与海工装

备、绿色修船转型升级，长宏国际建

成目前全球最大的 LNG运输加注
船，舟山中远海运重工的15.4万吨穿
梭油轮入选“全国船舶工业十大创

新产品”，船舶工业产值增长26%。水
产行业加快自动化改造升级，完成

了国内领先的全流程自动化 3条示
范生产线改造和 7项首套关键智能

化装备研发，水产行业产值也增长

了近10%。
“去年我市还以企业培育和数

实融合等为抓手，加快推动工业经

济量和质齐头并进。”据介绍，我市

坚持“抓大扶中育小推上市”战略，

制定扶持政策，强化精准服务，系统

性抓好“链主”“专精特新”以及“小

升规”企业培育，预计全年新增省级

“专精特新”企业 40家，新增规上工
业企业80家，全市规上工业企业数
量达480家，创下了历史新高。

数字化改革赋能高质量发展。

另据了解，我市以“产业大脑+未来
工厂”为导向，推进重点行业重点企

业数字化改造，数字工厂标杆企业

培育取得零的突破，海洋数据、船舶

修造、化塑行业产业大脑等入选全

省行业产业大脑，螺杆产业数字化

改造列入省级试点，全市规上数字

经济核心产业实现营收增长15%。

开港以来累计接卸40万吨矿船300艘次

鼠浪湖码头
新年冲刺“开门红”舟山工业年产值首破3000亿元

去年全市规上工业增速全省第一，工业增加值占到全市GDP总量的4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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