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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董娜 通讯员吴
娴 李巧柔） 前天上午，20 辆从
比利时进口的路虎揽胜越野车抵
达梅山海关关口，几分钟后被顺
利放行。至此，宁波口岸累计进
口 整 车 数 量 突 破 1 万 辆 ， 达 到
10014辆。

便捷的通关环境、优越的港口
条件，加上平行进口试点等政策红
利的释放，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整车
进口口岸正迎来良好发展机遇。据

宁波海关统计，今年 1 至 3 月，梅
山 口 岸 进 口 整 车 到 港 申 报 1606
辆，货值6.4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80.65%、68.90%。在数量猛增的同
时，整车的品牌、车型也不断丰
富。除路虎揽胜、奥迪 Q7、保时
捷卡宴、宝马 X6 等车型外，还新
增了奔驰 GLE 系列、玛莎拉蒂总
裁和莱万特、宾利欧陆 GTV8、雷
克萨斯 LX570 等，累计进口车型
近百种。

自 2012 年获批整车进口口岸
以来，凭借良好的通关环境和有力
的政策支持，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正
吸引越来越多的汽车进口商入驻。
截至目前，已有 95 家整车进口企
业集聚梅山，其中 5家企业获得平
行进口汽车试点企业资格，进口整
车销售辐射范围已覆盖全国绝大部
分省市。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拥有欧美亚
以及澳洲等 67 条航线，有一座滚

装船码头，汽车年吞吐量可达 20
万辆。中信港通梅山国际汽车物流
中心可满足年 10 万辆整车进口的
配套服务能力。同时，保税港区内
还有2.35万平方米的进口整车保税
仓储专用场地，可同时满足千余辆
汽车保税仓储需求。

整车进口加速度离不开通关高
效率。在梅山口岸，一辆进口车从
申报、查验到结关，一般 3 至 4 个
工作日就可以完成。

宁波口岸整车进口破万辆

本报讯（记者徐欣 通讯员王
忠良 陈志晓） 昨天上午，即将投
入运营的中国首个迷宫主题乐园
——迷之园蝴蝶迷宫景区在宁波保
国寺荪湖旅游度假区内举行吉尼斯
世界纪录授牌仪式，迷之园蝴蝶迷宫
被授予“世界最大永久性绿篱迷宫”。

授牌仪式上，景区还和以达人
旅业、康泰、周行户外三个渠道商
代表举行了签约仪式，与宁波旅游
学院签约成立旅游人才实训基地。

随后，2017“涌优杯”迷宫挑战赛
拉开帷幕。据悉，此次迷宫挑战赛
不收取任何费用，第一位走出迷宫
的挑战者获得1万元大奖。

迷之园蝴蝶迷宫坐落于荪湖旅
游度假开发区内，占地 200 余亩。
该项目依托良好的区域生态旅游资
源，美丽的荪湖风光，便利的交通
优势，将成为集竞技娱乐、益智休
闲、亲子旅游、游学教育为一体的
综合性迷宫乐园。

迷宫的设计者、国际著名迷宫
设计大师阿德里安·费希尔介绍，
迷宫内含 2 公里、4 公里和 6 公里
三种难度的游玩路线，各自匹配了
不同的玩法及故事构架，路线总长
度达到 12 公里。迷之园的蝴蝶迷
宫由山茶花、红叶石楠、桂花、栀
子花、海桐花等作为隔断，结合梁
祝文化，独创双蝴蝶图案，让整个
迷宫置身于花海之间。迷之园目前
主要划分为四个区域，分别为亲子

体验区、蝴蝶迷宫区、休闲娱乐区
和花卉观光区。作为以迷宫为主题
的乐园，园区内的迷宫种类丰富而
多变，有小型花卉迷宫、镜子迷
宫、手指迷宫、卡通迷宫、数字迷
宫、线条迷宫、石头迷宫等。

除这些迷宫外，整个园区内设
十多个游玩项目，有射箭馆、儿童高
尔夫、儿童游乐区、真人 CS、种植
园、草坪婚礼场地、现代 VR 体验
馆、生态牧养园、玫瑰花坊等。

中国首个迷宫主题乐园即将在荪湖投入运营

迷之园蝴蝶迷宫被授予吉尼斯世界纪录

本报讯（记者龚哲明 通讯
员施寒潇） 昨前两天，拉美青年
干部代表团一行，应中共中央对
外联络部和共青团中央邀请来甬
友好访问。

在甬期间，代表团先后参观
考察了和丰创意广场党群服务中
心、鄞州区大学生 （青年） 创业
园、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等
地，深入考察了宁波经济社会发
展情况，并与我市青年代表就社

会治理、基层群团工作、青年创业
创新、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等议题进
行了探讨交流。

据悉，此次拉美青年干部代表
团由来自阿根廷、巴西、哥斯达黎
加、墨西哥和秘鲁 5个国家的政党
青年干部、政府青年事务机构负
责人和创新创业领域青年领导人
组成。本次拉美青年干部代表团
访华主题为“创新驱动下的中拉
合作新前景”。

拉美青年干部
代表团访甬交流

本报讯（记者陈敏） 前日，宁
波市善园公益基金会设立“福娃口
腔公益基金”，该项目首期将为我
市 5000 名适龄儿童开展“连续五
年免费涂氟综合预防龋病”的公益
活动，宁波5至12周岁的常住儿童
赶快去报名。

据介绍，该基金由宁波牙科医
院、鄞州口腔医院、鄞州儿童口腔

医院、北仑口腔医院四家专业机构
联合发起，首期共同捐赠专项善款
100万元。

龋病俗称虫牙，不仅会严重影
响儿童的饮食、生活，还会影响牙
颌发育，造成牙颌畸形，甚至影响
全身生长发育。龋病、近视和肥胖
被列为影响儿童健康的前三个常见
问题。第三次全国口腔流行病学调

查结果显示，我国 12 岁儿童恒牙
龋病的患病率为 28.9%，而宁波市
29.35%的儿童六龄齿患有龋病。预
防龋病的方法除了养成良好的饮食
和刷牙习惯外，国内外最简单并且
有效的方法就是涂氟，氟制剂所释
放的氟离子能增强牙齿抵抗力，促
进牙釉质再矿化，从而达到保护牙
齿,预防龋齿的目的。

“福娃口腔公益基金”的设
立，旨在通过局部涂氟及口腔健
康 教 育 ， 降 低 儿 童 龋 病 的 发 病
率，提高我市儿童口腔健康整体
水平。据悉，该基金项目已获得
中国儿童口腔疾病干预项目办公
室及宁波市慢性病预防控制中心
的支持。

参加儿童将连续 5年接受免费
涂氟 （每年两次，每半年一次）。
但按规定，有四种儿童不能参与本
项目：无法配合及呕吐反射强烈的
儿童；过敏体质儿童；口腔黏膜破
损；既往重大疾病病史者，特别是
可能影响代谢和排泄的病情。

据了解，目前医疗机构涂氟服
务资费约为100元/次。

福娃口腔公益基金启动
首期为5000名儿童免费涂氟防蛀牙

本报讯（记者张昊） 昨日上
午，市政协副主席张明华会见
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
者巴里·马歇尔一行，并简要
介绍了宁波的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

巴里·马歇尔是澳大利亚科
学家，1951 年出生，与罗宾·
沃伦发现了幽门螺杆菌以及这种

细菌在胃炎和胃溃疡等疾病中的作
用，被授予 2005 年诺贝尔生理学
或医学奖。2011 年，被评为中国
工程院外籍院士。

会见中巴里·马歇尔表示，将
努力推进一系列治疗计划，降低幽
门螺杆菌在中国的发病率，同时愿
意寻求与宁波的深入合作，在生命
科学领域扩大双方互动交流。

市领导会见
诺贝尔奖得主

本报讯（记者龚哲明 通讯
员金黛莹）今年 4 月 23 日是第 22
个“世界读书日”。昨天上午，宁波
民建会员在市政协副主席、民建
市委会主委张明华的带领下，来
到宁海县岔路小学，开展以“让我
们在阅读中一起成长”为主题的
民建“同心阅览室”成立暨赠书活
动。

“同心”品牌是民建市委会倾力
打造的社会服务工作品牌。在昨日上
午举行的活动仪式上，民建市委会有
关负责人与岔路小学校长共同为“同
心阅览室”揭牌，并向学校学生赠送
650册书籍。此次赠送的书籍均为宁
波民建的企业家会员自发出资购置。
这是继去年捐赠宁海双湖小学阅览
室后民建市委会的又一公益活动。

民建市委会
捐建“同心阅览室”

在“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慈溪市民迎来了首批“共享图书”。
慈溪市委宣传部精选了100本书单，将首期5000本共享图书嵌入乡村书
房、城市书房、社区书房等公共空间。无须付费或登记，市民就能借阅
这些图书。据悉，慈溪市委宣传部还将与更多企事业单位合作，搭建更
多“共享书房”。图为市民在阅读讨论热播电视剧 《人民的名义》 同名
小说。 （项一嵚 邵滢 摄）

本报讯（记者林海 镇海记者
站赵会营 石全） 昨日下午，九龙
湖马拉松组委会在开赛前举行了一
场别开生面的慈爱分享会，以“健
康、慈爱、环保”为主题的九龙湖

（宁波） 国际半程马拉松赛在“爱
跑基金——博爱项目”中延续着爱
心。浙江省首例生前登记身后实现
器官捐献者陈财龙的儿子陈良栋、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徐飞、肝移植受
者代表姚银渊以及两位爱心妈妈林
萍、刘国娟分别在分享会上发言，
畅谈参与公益事业的体会。

据介绍，2015 年，组委会以
所有参赛运动员的报名费为基础设
立“爱跑基金”，用于资助省内家

庭经济困难，无力或难以支付在校
期间的学习和生活费用的学生。
2016 年，在“爱跑基金”的基础
上，浙江省红十字会与镇海区政府
共同设立“爱跑基金——博爱项
目”，专项用于省内器官捐献者困
难 家 庭 子 女 的 就 学 资 助 。 2016
年，“爱跑基金”向 32名困难学生
发放8.4万元，两年累计发放14.52
万元。博爱项目基金 2016 年向首
批 33名受助学生发放救助款 7.4万
元。2017 年“爱跑基金”拟新增
结对救助 15名困难学生，“爱跑基
金——博爱项目”拟新增救助对象
70名，累计救助人数103名。预计
今年发放救助金40万元以上。

“九马”组委会
举行慈爱分享会

本报讯（通讯员黄超群 胡
丹） 笔者昨日从市国税局获悉，
该局近日印发《关于深化党员干
部“8 小时外”活动监督管理的
通知》，明确党员干部“8 小时
外”监督管理方式、责任，自觉
规范“8 小时外”言行，把牢社
交圈、生活圈及朋友圈，维护好
党员干部良好形象。

据介绍，通知以维护党员干
部的工作形象和防止侵害纳税人
利 益 为 重 点 ， 坚 持 “ 全 面 覆
盖”，将系统内全体党员干部纳
入监督管理范围，拓展组织监
督、社会监督、家庭监督等方
式，着力消除党员干部监督管理

“盲区”。
通知要求全系统党员干部自觉

约束“8 小时外”的言行，自觉遵守
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
人品德，自觉养成高尚的精神追求
和健康的生活情趣，防止权力滥用
和影响公众形象行为的发生。

据了解，市国税局依托负面清
单划定“红线”，借助梳理完善干
部禁止行为清单的契机，为干部

“8 小时外”的社交生活、休闲娱
乐划定红线。包括“严禁违反有关
规定，组织、参加自发成立的老乡
会、校友会、战友会”“严禁大操
大办婚丧喜庆事宜，借机向纳税人
和下属敛财”等。

自觉规范“8小时外”言行
市国税局要求党员干部把牢社交圈、
生活圈及朋友圈

慈溪市民迎来共享图书

本报讯（记者周琼 通讯员任
社） 昨天上午 9时，市各级机关考
试录用公务员笔试在全市 15 个考
点 890个试场同步开考。全市共有
26335 名考生 （含省级机关遴选
140 人、外市残疾人职位选择在宁
波考试的考生 1人） 参加考试，比
去年增长8.58%。

今年全市各级机关共推出 621
个公务员招考计划，其中有 5个招
考计划因报考人数不符合要求而被
核减或取消，最后共有 26194人报
考 616个招考计划 （含选调生村官
30名、紧缺职位2名、专职人民武
装干部学员 1 名），考录比例为
42.51，每个职位的平均报考人
数比去年多了 3.4 人，报考人数和
考录比创下近三年新高。从报名情
况看，共有 48 个职位考录比超过
1001，其中专业要求不限或者规
定得比较宽泛的职位竞争尤为激
烈。其中江北区人才市场管理办公
室人才开发职位由于不限专业不限
学位也未对基层工作经历提出要
求，报考人员尤为集中，考录比例
高达17461。

继去年之后，我市今年又推出
了4个残疾人专设岗位，共有18名
考生按照就近原则参加了笔试。

来自人事考试办的数据显示，
昨日上午的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
（《机关通用能力测验》） 科目考

试中，有 20151人赴考，6184人放
弃了考试，到考率为 76.51%；下
午 的 《申 论》（ 《综 合 应 用 能

力》） 科目中，有 19617 人赴考，
6718 人放弃了考试，总到考率为
75.5%。

2万余考生参加公务员笔试

图为考生在宁大科技学院考点拍摄考场安排告示。 （严龙 徐能 摄）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徐琼） 昨天，从宁波诺丁汉大
学传来消息：宁诺在台湾的招生
很火爆，有 17名“顶标生”（相
当于台湾排名前 7.5%的学生）
申请就读该校。其中一名还是红
遍台湾的人气学霸“小西瓜”。

自 2010 起，包括北大、清
华、人大等名校免试接收在台湾
基本学力测试中成绩达“顶标
级”的台湾高中毕业生。而成绩
达到“前标级”（相当于台湾排
名前25%） 的台湾学生，均有资
格申请大陆高校。“往年台湾的
顶标生大部分直接去海外名校
读书，顶标生来到大陆读书的
一年不到 20 人，现在越来越多
的 顶 尖 学 生 来 到 大 陆 高 校 就
读。”宁波诺丁汉大学全球事务
办公室的林老师说，截至目前
学校已经收到近 60 名台湾学子
的入学申请，接近去年同期申
请人数的 3 倍，而今年申请的

台湾顶标生就有 17 名，其中一名
申请人，还是台湾人气学霸“小西
瓜”廖书娴。

喜欢看台湾综艺节目的观众对
“小西瓜”一定不陌生，她是 2009
年益智节目《百万小学堂》中，那
位担任智囊团陪考生、在镜头前大
喊“选我选我”的小神童。当年，
她经常和张小燕、庾澄庆搭档上节
目，因为她的活泼可爱、机智聪慧
而火遍台湾。今年，“小西瓜”
廖书娴高中毕业，她在学校成绩突
出，保持学霸实力，在日前结束的
大学学力测验中，她考了 74 分，
而满分 75 分，因为成绩优秀，又
一次走红台湾。

最近，“小西瓜”向宁波诺丁
汉大学的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
提交了申请，并在这两天宁诺的开
放日，和她母亲一起来到了宁波诺
丁汉大学参观。“现在大陆经济发
展迅速，就业环境好，大陆学校是
我的首选。”廖书娴说。

宁波诺丁汉大学受台湾“顶标生”青睐

台湾学霸“小西瓜”
申请就读宁诺

宁波新闻·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