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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惠””动甬舟动甬舟 畅游雪窦山水畅游雪窦山水
2020年，是奉化实现“五年奉献一个新奉化”的关键之年。在奉化区

委及溪口管委会的领引下，溪口景区作为奉化旅游业的龙头景区，特殊时

期不忘初心勇担当，特推出针对雪窦山大峡谷穿越的“甬舟一体化旅游惠

民活动”，以此深化甬舟以普陀山、雪窦山为核心的两地旅游合作，推进

信息共享、品牌共树、产品互惠，同时把实实在在的优惠和服务带给广大

宁波、舟山市民。

雪窦山与舟山普陀山自2017年正式开展合作交流，为浙东南旅游市场

注入了新的活力。今年5月，两地力促“普陀山—雪窦山”旅游专线首发

团试运营，接下来，还将正式开通“普陀山—雪窦山”旅游专线，推出两

地优惠联票，开发设计精品旅游线路，通过两地共同吸引、相互推介，彼

此承接礼佛游客，全力助推甬舟两地旅游发展取得更大的成效。

◎活动安排

(一）活动时间：2020年7月10日—2020年12月31日。

注：国家法定节假日（10月1日至10月8日共8天）除外。

(二）活动对象：宁波、舟山两地大市范围居民（凭本

人身份证或居住证）。

(三）优惠措施：本次活动仅限于溪口雪窦山景区门

票，包含徐凫岩、三隐潭、妙高台、千丈岩、雪窦寺、张学

良第一幽禁地等6个景点的门票和景区交通车，现行门市价

120元+30元/人，优惠后价格为30元/人。

(四）购票地点及方式：溪口风景区实现线上实名制分

时预约购票的方式。游客可关注“溪口旅游”公众号或

“溪口旅游”小程序，选择宁波、舟山市民活动票，预约成

功后凭本人身份证前往雪窦山游人中心刷二维码入园。

（五）不能通过身份证网络预约购票的游客，可持相关

证件到溪口雪窦山游人中心活动票窗口预约购买门票。

（六）入园须知：
景区接待游客不超过最大承载量30%，游客前往景区之

前，请密切关注溪口旅游微信公众号、宁波溪口雪窦山官方微

博或拨打下方咨询电话。

（七）如需乘坐幸福快车和观光索道，可在幸福快车和观光

索道站售票窗口购买，幸福快车和观光索道乘坐联票 50元（幸

福快车单票 45元，观光索道单票 35元）。如需参观徐凫岩景点

玻璃栈道项目，可在徐凫岩景点售票窗口购买，徐凫岩玻璃栈

道参观费50元。

(八）推荐游览路线：
线路一：【雪窦山穿越大峡谷之旅】雪窦山游人中心乘坐旅

游直通车直达三隐潭景点—三隐潭景点进入大峡谷瀑布群—上
隐潭—中隐潭—下隐潭—大峡谷原生态游步道—幸福快车—千
丈岩瀑布 （东浙第一瀑） —观光索道—妙高台—飞雪亭—中国
佛教五大名山雪窦寺弥勒大佛 （全球最大露天坐姿弥勒） —张
学良第一幽禁地—雪窦寺中转站乘车—雪窦山游人中心。

线路二：【雪窦山森林氧吧/清肺之旅】雪窦山游人中心乘坐
旅游直通车直达三隐潭景点—三隐潭景点进入大峡谷瀑布群—
上隐潭—中隐潭—下隐潭—参观完三隐潭景区后原路返回至三
隐潭交通车中转站坐车—千丈岩入口—千丈岩瀑布顶—飞雪亭
—妙高台—参观完妙高台景点后原路返回至千丈岩入口—中国
佛教五大名山雪窦寺弥勒大佛 （全球最大露天坐姿弥勒） —张
学良第一幽禁地—雪窦寺中转站乘车—雪窦山游人中心。

线路三：【雪窦山网红打卡玻璃栈道之旅】雪窦山游人中心
乘坐旅游车至徐凫岩景点—游览徐凫岩景点及玻璃栈道项目—
参观完毕后原路返回，乘坐交通车至雪窦寺中转站—中国佛教
五大名山雪窦寺弥勒大佛 （全球最大露天坐姿弥勒） —张学良
第一幽禁地—雪窦寺中转站乘车—雪窦山游人中心。

◎温馨提示
1.选择游览推荐线路一的游客，此线路通常需3个小时左右

的游览时间，请合理安排游览时间。

雪窦山游人中心售票及发车时间：
夏秋季08:15-13:30 冬春季08:15-13:00
雪窦寺中转站下山末班车时间：
夏秋季17:05 冬春季16:35
2.推荐游览线路已含幸福快车和观光索道(需乘坐费50元）。

3.观光索道和幸福快车每月 1天
需进行停机检修，日期为 7月 27日、

8月 31日、9月 21日、10月 26日、11
月 30日、12月 28日；维护和检修期

间停止运营，建议选择线路二和三，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4.溪口景区咨询电话：

4001817718
0574—88855555
0574—88857777

详情请关注
“溪口旅游”微信公众号

3030元元

据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记

者 刘红霞）海关总署 6日对外发

布关于海南离岛旅客免税购物监管

办法的公告，明确对以牟利为目的

从事代购等行为实施相应处罚。

监管办法规定，离岛旅客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由海关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处理，且自海关作出处理决

定之日起，3年内不得享受离岛免

税购物政策，并可依照有关规定纳

入相关信用记录：一，以牟利为目的

为他人购买免税品或将所购免税品

在国内市场再次销售的；二，购买或

者提取免税品时，提供虚假身份证

件或旅行证件、使用不符合规定身

份证件或旅行证件，或者提供虚假

离岛信息的。

离岛免税商店如果存在将免税

品销售给规定范围以外对象，超出

规定的品种或者规定的限量、限额

销售免税品，出租、出让、转让免税

商店经营权等行为，海关将责令其

整改，并可给予警告。

对于在一个公历年度内被海关

警告超过 3次的，海关可暂停其从

事离岛免税经营业务，暂停时间最

长不超过 6个月；情节严重的，海关

可以撤销离岛免税商店注册登记。

海关总署：

借海南离岛免税代购牟利
将被依法依规处理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中

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九届

部长级会议 7月 6日以视频连线

方式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会

议致贺信。

习近平强调，2018 年，我

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

议开幕式上宣布中阿双方建立战略

伙伴关系，倡议打造中阿命运共

同体，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得到阿拉伯国家热情响

应。两年来，中阿双方加强战略

协调和行动对接，全面合作、共

同发展、面向未来的中阿战略伙伴

关系得到深化。

习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风雨同

舟、守望相助，坚定相互支持，

开展密切合作，这是中阿命运与

共的生动写照。当前形势下，中

阿双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

加强合作、共克时艰、携手前

行。希望双方以此次会议召开为

契机，加强战略沟通协调，稳步

推进抗疫等各领域合作，推动中

阿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更好造福中阿双方人民。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九届部长级会议举行
习近平致贺信

7月6日，位于杭州市临安
区潜川镇的青山殿水库正在泄
洪（无人机照片）。当日中午
12 点，青山殿水库水位 83.78
米，已经超汛限水位，水库泄洪
达每秒2700立方米。

当日，浙江省杭州市提升
防汛应急响应至Ⅲ级。近期的
连续降雨使杭州各河道水位上
涨，其中临安区全区河道干流
2个超警戒、全区大中型水库6
个超汛限水位。

新华社发

杭州提升防汛应急响应级别至Ⅲ级

据新华社北京 7月 6日电（记

者 安蓓）国家发展改革委 6日称，

已下达 2020年卫生领域中央预算

内投资，共安排 456.6亿元，支持全

国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加强公共卫生防控救

治能力建设。

据介绍，本次投资计划坚持立

足疫情防控急需，在项目安排上重

点向疫情严重地区、急需紧缺领域

倾斜，全面提升县域医疗卫生服务

能力，筑牢疫情防控救治第一道关

口，加强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升级改

造重大疫情救治基地，提高危重患

者救治水平，储备一定数量的救治

设施设备，应急时服从国家统一调

配。投资计划突出“一钱多用”，在

满足防疫需求的同时，着力补齐县

城城镇化建设短板，推动大城市大

医院“瘦身健体”，全力支持贫困地

区特别是“三区三州”和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点项目建设，保障脱贫攻坚

任务如期收官。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将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部门，对各地

加强服务指导和监督检查，坚持按

月进行调度，加快推动项目实施。

指导地方统筹用好抗疫特别国债、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资金渠道，积

极调整自身财政支出和投资结构，

确保疫情防控设施建设资金足额到

位，重大疫情防控救治能力不留白、

不缺位，为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加

快推进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提供

有力支撑和保障。

国家发改委安排456.6亿元
中央预算内投资

加强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

新华社北京 7月 6日电（记

者 王优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

计局近日正式向社会发布“区块

链工程技术人员”“城市管理网格

员”“互联网营销师”“信息安全测

试员”“区块链应用操作员”“在线

学习服务师”“社群健康助理员”“老

年人能力评估师”“增材制造设备操

作员”等9个新职业。

这是我国自《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业分类大典（2015年版）》颁布以

来发布的第三批新职业。此外，此

次还发布了“直播销售员”“互联网

信息审核员”等 5个工种，同时将

“公共卫生辅助服务员”职业下的

“防疫员”“消毒员”和“公共场所卫

生管理员”等3个工种上升为职业。

这批新职业是由人社部向社会

公开征集，组织职业分类专家按照

职业分类原则、标准和程序进行评

估论证，并通过网络媒体等向社会

公示后确定的。这批新职业主要涉

及预防和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领

域、适应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需要

的新业态领域以及适应贫困劳动力

和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等需要的促

进脱贫攻坚领域。

人社部等部门联合发布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等9个新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