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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柯艳艳） 昨天下午，市教育局、宁波
教育考试院在鄞州外国语中学（首
南中学）举行 2017年城区体育中考
选测随机项目抽签仪式。由家长、学
生和行风监督员代表分别摇出今年
城区体育中考 3 个选测随机项目，
市公证处工作人员现场公证，教育

行风监督员监督整个抽签过程。
经公证人员公证后，确定篮球

运球投篮、跳绳、引体向上/仰卧起
坐为今年城区体育中考的选测随机
项目。今年，选测项目中新增了足球
运球，该项目跟游泳一样无须通过
抽签，直接纳入选测项目的范畴。

按照 《2017 届宁波市初中毕

业学生升学体育考试实施方案》规
定，考生可从足球运球和抽签产生
的 3 个随机项目中自主选择 1 项或
2 项进行测试，并按以下方法计
分：已参加游泳选项测试且获满分
的考生，在足球运球和随机项目中
自主选择 1项进行测试，并按实际
测试成绩计入总分；已参加游泳选

项测试且未获满分的考生，在足球
运球和随机项目中自主选择 2项进
行测试，并在游泳、足球运球和随
机项目中，取其中最高 2项成绩计
入总分；未参加游泳选项测试的考
生，在足球运球和随机项目中自主
选择 2项进行测试，并按实际测试
成绩计入总分。

城区体育中考
选测随机项目抽签仪式举行
篮球运球投篮、跳绳、引体向上/仰卧起坐为今年选测随机项目

本报讯（记者陈敏 实习生袁
朝丹） 几张破旧的报纸里面，包裹
的竟然是 5万元的现金捐款。捐款
的是一位 92 岁的老太太，令市红
十字会工作人员感动的是，这笔捐
款，老人省吃俭用攒了17年。

老太太名叫王翠月，退休前是
原江北区槐树路小学 （现江北实验
小学） 的一位语文老师。前天上
午，记者特地来到老人家里。王奶
奶身体瘦削，头发花白，戴着一副
老花镜，由于近些年患上了帕金森
症，老人说话行动有些吃力，但精
神不错，交谈中思维也很清晰。

王奶奶告诉记者，退休以后，
虽然远离了心爱的讲台和学生，但
一直爱生如子的她时常想起那些年
寒门学子艰辛的背影。

王奶奶的班上曾经有个姓杨的
同学，父母都在台湾打拼，小杨与
年迈的奶奶相依为命，生活过得相
当艰苦，经常有一顿没一顿。王奶
奶怜惜祖孙俩，便隔三岔五地给他
们送点菜过去。如今，当初的小杨

同学一直记着王奶奶的好，仍时不
时地跑来看望她。

槐树路小学1976届604班的学
生们对王奶奶这位班主任有着深厚
的感情。“当时，我们班上很多学
生家里比较贫困，王老师真的很疼
我们，我们大多接受过王老师的帮
助。”一名当年的学生说。2013
年，为感谢王奶奶，这群学生从四
面八方赶来共同举办了一场温馨的
同学会。王奶奶的书桌玻璃下现在
还压着这张珍贵的同学会合影，坐
在最中央的她笑得最开心。

40 平 方 米 的 老 房 子 ， 每 月
5000 元的退休工资。老人的生活
并不宽裕。但为了完成自己多年前
的心愿，2000 年，王奶奶开始有
意识地攒钱。这一攒就是 17 年。
为了多攒点钱，行动不便的王奶奶
甚至舍不得花钱请保姆，“能自己
撑着就自己撑着。”

几天前，老人的这笔积蓄终于
达到了 5万元。那天，她打电话给
市红十字会，捐上了这笔善款。

省吃俭用攒了17年

92岁退休教师捐5万元助学

本报讯（记者项一嵚 慈溪记
者站邵滢 通讯员孙建君） 北漂求
学，沪漂工作，在外奋斗了十几年
的慈溪姑娘邱云终于下定决心回家
创业，并在不久前搬入了位于慈溪
市环杭州湾创新中心的猪八戒网浙
东总部园区。“上有老下有小，在外
漂着不如回家创业。”她所从事的
UI 设计工作非常适合这里的 O2O
接单模式，通过线下接单、线上竞标
和猪八戒网推送的订单，刚开始创
业的小公司也能略有盈余。

星星之火渐燎原，邱云并非这
里的个例。自去年 6月正式挂牌成
立以来，慈溪市环杭州湾创新中心
已经迎来百余名和她一样的双创人
才。“努力集聚海内外创新要素，
为慈溪转型升级提供新动能。”环
杭州湾创新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多个优质项目已在此扎根。目前，
宁波大数据云基地项目、智巢文化
创意产业园、上林英才创业园等项
目已建成投用，宁波大学科学技术
学院整体迁建项目正在抓紧实施土
地征迁工作，中科院慈溪应用技术
研究与产业化中心和中科院慈溪生
物医学工程研究所已进入施工阶
段，公共文化建筑群项目预计在今
年年底前陆续投用。

在这里，创客文化蔚然成风，为
慈溪本土企业家带来无穷灵感。通
过线下咖啡厅与线上微信群“共振
交流”，由当地39位企业家众筹330
万元建立的创客码头众创空间不断
辐射招才引智新能量。“去年 6月开
始运营，目前已经引入 42个优质项
目，涉及智能制造、文创设计、O2O
电商、现代服务等新兴领域。”创客

码头运营商范晓浩对今年即将入驻
的新项目满怀期待，通过微信群友
介绍，中德技术论坛将来到慈溪，为
企业提供定制化的技术服务。

外来的“和尚”也把“双创
经”念得越来越顺溜。自去年 8月
在此开设浙东总部园区以来，国内
领先的众包服务平台猪八戒网不断
与当地创业者擦出创新火花。“园
区通过海量 O2O 服务资源，立足
慈溪为宁波市传统企业提供品牌推
广、互联网营销等创新服务。”该
园区负责人贾兰静介绍，为中小企
业量身定制的“八戒财税”服务在
宁波地区广受欢迎，去年完成营业
额 2000 余万元，在猪八戒网全国
各大实体园区中排名第一；宁波奥
克斯集团也通过该园区找到了满意
的服务商，签下金额 400万元的品

牌设计订单。该园区目前已入驻
22 家公司，涵盖文创服务、技术
开发、营销策划等领域，入驻企业
完 成 交 易 总 额 超 5000 万 元 。 今
年，园区还将扩建总面积约 1万平
方米的二期项目，吸引更多创业者
在此孵化梦想。

据悉，以“一镇、三街、五
城”为整体建设理念，环杭州湾创
新中心将加速发展新产业、新业
态、新商业模式。相关负责人介
绍，“一镇”是正在创建省级特色
小镇的“息壤小镇”，以发展产业
互联网为特色，规划总用地面积
3.39平方公里，未来五年预期总投
资52.55亿元。“三街”主要指金融
创投街区、文化艺术街区和时尚商
业街区，“五城”为科技城、创意
城、电商城、健康城和时尚城。

百余名双创人才筑梦环杭州湾创新中心

慈溪崛起“双创”新高地

本报讯（记者金晶 通讯员
王虎羽） 3月春至，我市一批农
业科技特派员开始活跃在田间地
头，把知识、农村实用技术带到
最基层，手把手、面对面指导农
户备春耕。记者近日跟随市农科
院蔬菜所科技特派员、高级农艺
师丁伟红来到他的派驻地——宁
海县长街镇下塘村静涛果蔬专业
合作社。

走进温室大棚里，一股潮湿
温暖的气流扑面而来，这里刚刚
栽种下新一批“甬甜 5 号”幼苗。

“现在我们的甜瓜种植已经实行
了清洁化栽培技术，采用滴管灌
溉，实现水肥一体化，用蜜蜂来授
粉，降低人工成本，不使用植物生
长调节剂，天然无公害。”丁伟红
告诉记者，没有好的苗种，不懂新
的种植技术曾是很多农民苦恼的
问题，现在经过专业指导，这一带
的种植户在育苗、选苗、栽种乃至
后期的销售等环节有了很大的进
步，不仅种植更加科学，亩产、收

入也节节攀升。
合作社负责人屠建光以前以种

西瓜为主，由于品种单一竞争激
烈，收入有限。自从科技特派员下
到村里来为村民免费提供优质瓜
苗、指导栽种技术后，他也开始大
面积种植“甬甜 5 号”。现在仅他
一户的甜瓜种植面积就有 100 多
亩，每亩产值 6000多元。“有了科
技特派员，我种植甜瓜的底气更足
了，不仅有了问题知道找谁，而且
市农科院还在合作社里设了一个育
苗基地，从全国各地精选一些优质
的瓜苗培育成功后就让我首批种
植，真正让我们农户享受到了科技
创新的红利。”屠建光说。

据统计，自 2003 年启动科技
特派员工作试点以来，我市累计选
派了 12 批次共 1157 名自然人科技
特派员、3 批次 252 个团队科技特
派员，深入农村开展科技指导，累
计实施科技开发项目 1644 个，直
接带动农民增收超 1万户，间接辐
射农户2.3万家。

科技特派员：
用专业技术为农民“鼓腰包”

昨天下午，海曙中心小学学生正在月湖大方岳第展厅用废旧材料进行
艺术创作，为 16日开展的学校美术作品展作准备。据介绍，本次展览作
品以废旧物为主材料，宁波老家、游戏人物、鼓楼·唐塔、大自然等4大
系列300余件作品，均出自该校学生之手。图为学生在展板上粘贴废旧光
盘制作艺术品“飞天”。 （徐文杰 池瑞辉 摄）

废旧料登上大雅之堂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刘波） 昨天中午，镇海区实验
学校学生围在教室门口，观看电
子班牌上学校为他们推送的《走
进科学·智慧物流》栏目。这期
科普类的节目，让他们对当下我
国物流快速发展情况有了一定的
认识。

这样的电子班牌，在镇海区
已有 24 所义务段学校安装了，
基本实现公办义务段学校的全覆
盖。

所谓电子班牌，是通过 15
寸液晶屏幕，实现网络互联并管
理，支持照片、视频以及 PPT
等播放数字化设备，目前已成为
镇海区义务段学校教育装备的标
准配备。

“ 要 发 挥 好 电 子 班 牌 的 作

用 ， 最 关 键 是 要 收 集 合 适 的 素
材。”从事这项工作半年多来，骆
驼实验学校的蔡锦波老师很有心
得。现在网上有很多视频无法下
载，蔡锦波发挥了他信息技术的特
长，千方百计搜集生动形象、寓教
于乐的视频资源，并把安全教育、
礼仪教育、科普知识、传统文化等
方面的视频放到电子班牌上，给学
生提供学习和娱乐，通过一些喜闻
乐见的方式，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
受到教育。

电子班牌一般 9 时至 16 时开
放，除中午半个小时 （初中部） 或
一个小时 （小学部） 播放时有声音
外，其他时段为无声状态。电子班
牌可以采用两级管理，学校层面可
统一推送内容，各个班级也可放上
自己需要的个性化内容。

镇海24所学校
安装了电子班牌

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宁海
记者站蒋攀 通讯员王阳倩） 昨
天上午，在宁海县桃源街道一处
菜市场，街道工作人员正在用无
人机进行违建取证。操作员小李
拿出无人机，将镜头、螺旋桨等
配件组装到机身上，然后熟练地
操作遥控器将无人机升空，“咔
嚓”一声拍下菜市场的全貌图完
成取证。

“整个取证过程不到 10 分
钟，接下来要启动拆除程序。”
小李告诉笔者，群众反映菜市场
存在违建现象，他们立即赶赴现
场调查。由于市场面积较大，无
法用常规拍照方式进行取证，用
了无人机后，违建无处遁形。

据了解，桃源街道辖区内河
流分布广、监测盲区多，遇到一

些在高处或隐蔽处的养殖棚、厂
房、庙宇等，靠人徒步踏勘，很多
地方进不去，而且完成取证要耗费
大量人力物力，传统的取证会存在
很大困难。

“群众举报的违建问题往往是
存在视觉死角或者是日常监测盲
区，因此，无人机已成为我们开展
工作的必配装备。”桃源街道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采用无人机进行
监测取证，可以实时传输画面和数
据，不仅新增违建和非法乱搭乱建
行为一览无遗，而且能有效计算违
建的占地面积。

据统计，半年多来，桃源街道
已经用无人机完成监测 50 多个违
建点，拍下近 100张取证照片，有
效提升街道拆违工作的效率和精准
度。

宁海用无人机
实施精准“拆违”

本报讯 （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王珏 沈琼云） 眼下正值西兰
花的收获季节，连日来，梅山绿
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收购点内，
农户们正陆陆续续把刚采摘的西
兰 花 运 过 来 。“ 今 年 收 成 还 不
错，价格也不算低，每斤 0.7 元
至 0.8 元。”一农户介绍，这几年
西兰花的种子都是通过签协议的
形式先“预支”的，等收成后再
将种子钱给公司，大大节省了前
期种植成本。不仅如此，公司在
收购西兰花时也会按照协议价收
购，减轻市场波动给农户带来的
经济损失。

在梅山，像这种骨干龙头企
业带动散户共同致富的运作模式
并不少见。当前，北仑正处于农
业结构转型、农业生产方式转变

的关键时期，为适应新时期的新
要求，梅山街道立足海岛特色，
加快农业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转
变，助推农业转型升级。

据介绍，这几年，街道积极
扶持和培育发展前景好、带动能
力强的骨干龙头企业，联合 30家
单位和个人会员成立农民合作组
织经济联合会，构筑生产、供
销、信用“三位一体”的农民合
作经济组织体系，将原本零散的
种植模式组建成农业种植联合
体，农合联会员之间实现信息共
享、互助互利。

截至目前，梅山已有北仑区
级农业龙头企业3家，家庭农场2
个，合作社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
组织6家，核心成员100余人，带
动农户500余户。

梅山海岛农业
加快转型步伐

本报讯 （记者金晶 通讯
员张文胜 夏伟奔） 近日，在江
苏镇江市京口区学府路上，工人
们正在浇筑透水混凝土路面。这
个项目由鄞州首届创客大赛获奖
者宁波丰邦海绵城市科技有限公
司承建。公司董事长蔡明亮说，
自去年 9月他携“海绵城市渗透
材料系列产品”项目参加创客大
赛并落户鄞州后，公司目前正与
十多个项目对接，道路面积有
10 万 多 平 方 米 ， 仅 在 镇 江 市

“海绵城市”市政建设中就承接
了1000多万元项目。

记者了解到，自鄞州举办首
届“甬创·鄞造”创客大赛后已
结出多枚创新果实。去年该赛事
共吸引了全国 15 个省 （市） 及
海外的 316个创业企业和创客团
队参加。目前，入围复赛的 41

个项目中已有 30 个落户鄞州，项
目主要集中在智能制造、新材料、
新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

“博威”“一舟”等鄞州骨干企业也
向十余个项目在业务合作方面抛出

“绣球”。
令人可喜的是，部分企业已有

订单。“污泥处理处置发电整体解
决方案”项目团队被鄞州良好的创
业环境所吸引，注册了宁波国水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常务副总
经理张捷说，去年第四季度他们已
经接到几十万元的订单，目前一个
100 多万元的垃圾处理项目正在洽
谈中。“节能环保是今后的一个方
向，我们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此外，落户鄞州才几个月的宁波尤
思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形云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等都拿到百万元
以上的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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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个复赛项目
超七成落户鄞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