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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冯瑄 通讯员王
巧玲 王璐）“这辆车的烟度值为
4.11，而标准值是3以下，检测显示为
排放超标车。”昨天在北仑宁波港集
卡车场站公路旁，市机动车排气污染
防治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通过接触
式设备检测，为一辆浙B牌照的大卡
车开出了15天限时整改通知书。

重型柴油车是我市机动车排气
监管的重中之重。根据去年我市机
动车排放情况分析结果，全市重型
柴油车的氮氧化物和颗粒物排放量
已超过全市机动车这两项排放总量
的50%。为加强机动车排放监督管
理，改善城市大气环境质量，市环

保部门联合公安交管部门及相关行
业主管部门，针对 3.5 吨以上的柴
油车 （主要包括集卡、槽罐、水泥
运输、公交、长途客车等车辆），
开展为期 5个月的重型柴油车环保
专项执法检查行动。

“宁波港区集卡车辆数为1.7万
余辆，每天进出港区的次数约为
2.5 万次。”北仑集卡基地负责人
说。在临港一路旁，记者看到，随
着一辆辆各类重型集卡车通过道路
两侧的检测设备，移动遥感车内的
电脑旁，不时有红色“不合格”提
示跳出来。不到 30 分钟，就有好
几辆车被初步判断为“超标”。

现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车辆
究竟超不超标，除了移动遥感车的
快速筛选，还要看实际的手动接触
式设备的检测结果。昨天不到半天
时间，检测人员利用移动遥感车检
测782辆次，筛选出涉嫌超标车15
辆，现场通过交警部门配合，拦车
并利用接触式设备检测 12 辆，其
中超标车5辆。

针对这些超标车，环保部门现
场开具了排气超标整改通知书，要
求车主在 15 日内对机动车进行维
修并前往检验机构复检，对逾期未
复检或复检不合格车辆，移交交警
部门按超标车予以处罚。

“超标处罚不是最终目的，我
们希望通过现场执法，让重型柴油
车的车主更加注重车辆的正常保养
与维护，做到尾气达标上路。”市
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管理中心相关
负责人表示。

检测人员提醒，经遥感检测超
标的车主将会收到相关提醒短信，
车主需在规定时间内到检测站复
检，对逾期不复检车辆，环保部门
将适时向社会公开车辆相关信息；
而经接触式检测超标的车辆要在规
定时间内维修并到检测站复检合
格，否则将交由交警部门按大气法
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我市严查排放超标重型柴油车
超标车车主需在15日之内完成维修并复检，否则将按超标车予以处罚

前天，鄞州区童音幼儿园与钟
公庙街道钟裕社区联合举行“快乐
科普”活动，原宁波工程学院副研
究员忻元华老师现场向小朋友演示
真空吸盘、金属和盐的燃烧、喷气
飞行、简易电动机、磁悬浮现象等
10 余个趣味科普实验，深受孩子
们的欢迎。

（丁安 孙燕 摄）

快乐科普

本报讯 （记者张燕 民航报
道组黄跃光） 记者昨日获悉，6月
20日、21日起，春秋航空将在宁波
分别新开直飞满洲里、长白山的航
线，暑期起该公司还将新增一系列
避暑、亲子、海岛游旅游产品。据
悉，今年暑期，航空公司将密集开
通新航线或航班，其中“一带一路”
沿线城市成为包机热点。

一个多月前，春秋航空已开通

了宁波至泰国普吉岛航班；本月举
行的第三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投
资贸易博览会期间，宁波机场还将
开通直飞捷克布拉格和德国法兰
克福两条洲际航线；下个月 15日，
宁波很有可能开通直飞俄罗斯莫
斯科航线，由俄航执飞。一旦开航，
该航班将成为宁波机场首次开通
飞往莫斯科的航班。

据了解，目前宁波机场已引进

航空公司45家，通航点达78个，航
线 95条，以宁波为起点，北至海拉
尔、西至乌鲁木齐，辐射整个东南
亚，链接全球的空中网络已基本成
型。年初以来，宁波机场旅客吞吐
量实现较快增长，前 5个月同比净
增 58 万人次，全年客运吞吐量预
计突破850万人次。

即将到来的暑假是一年一度
的旅游旺季，业内预计，今年暑

期宁波机场包机出境游航线会接
近 10条，开通航线的国家包括越
南、印尼、柬埔寨、马来西亚、
菲律宾等。直飞航班给市民带来
实惠。以往除暑期包机外，宁波
人前往普吉岛需从杭州出发或从
香港中转，旅游团费在 4000元至
5000 元；而上个月宁波至普吉岛
定班航班“起航”后，直接将团
费降到3000元以内。

宁波机场暑期新航线密集开通

“一带一路”沿线城市成包机热点

本报讯 （实习生孙佳丽 记
者张正伟） 昨日下午，延边延吉
市在宁波举办旅游推介会。据
悉，宁波直航延吉的航班有望本
月底开通，两地居民来往旅游的
空中行程只需 4 个小时，比以往
经杭州中转的时间大大缩短。

自从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宁
波对口帮扶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
治州的决策部署以来，我市第一

时间出台具体的实施意见，通过
开展经贸、旅游、人才等方面的
交 流 ， 重 点 推 进 脱 贫 攻 坚 工
作。延边具有深厚的中国朝鲜族
文化底蕴，旅游资源丰富，但是
由于没有直航宁波的航线，影响
了当地旅游“走出来”。宁波因地
制宜，从协调开通直航航线入
手，帮助延边增设旅游线路、丰
富旅游产品，发展美丽经济。

据介绍，即将开通的直航航
班下午4时从宁波起飞，约晚上8
时到达延吉；延吉航班晚上 7 时
起飞，约晚上 11时到达宁波。旅
游旺季时还将扩增航班班次。有
了直航航班，市民下午出发，晚
上便可在“中国朝鲜族古村落”
里欣赏原汁原味的朝鲜族舞蹈。

延吉是延边首府，拥有海兰
湖风景区、梦都美民俗旅游度假

村、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等著名景
点。在昨天的推介会上，延吉市
旅游局发布了经典游线，这些线
路涵盖民俗风情、边境风光、佛教
文化等主题，此外还可经由延吉去
俄罗斯、朝鲜来一趟跨国边境之
旅，包括延吉—珲春—俄罗斯海参
崴，延吉—朝鲜会宁、清津、七宝
山，延吉—长白山—朝鲜罗津、先
锋—俄罗斯海参崴等热门线路。

宁波至延吉直航航线即将开通
热门旅游线路同步推出

本报讯 （记者单玉紫枫 通
讯员何坚 姚珏） 丝绸，作为古
丝绸之路上最具代表性的中国货
物，曾远销至“一带一路”沿线
多国。昨天，记者从“三会”组
委会获悉，为全面展示我国茧丝
绸产业创新发展历程，加快推动
新时期茧丝绸产业转型升级发
展 ， 商 务 部 定 于 6 月 9 日 至 12
日，在我市举办中国茧丝绸行业
创新发展成果展。

本次展览以“中国丝绸、联
结世界、织就梦想”为主题，共
设置综述、农业、工业、贸易、
文化传承交流、未来展望六大板
块。通过文字、图表、图片及实
物等形式展现“十二五”以来，
中国茧丝绸行业在深化贸工农一

体化改革、结构调整、科技创
新、品牌建设、文化传承等方面
取得的成就，以及中国茧丝绸行
业与中东欧国家及其他“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紧密联系、加强合
作取得的成果。

据 悉 ， 本 次 展 览 是 商 务 部
（国家茧丝办） 近年来首次以展
览形式对中国茧丝绸行业创新
发展成果进行宣传，为中国-中
东欧国家投资贸易博览会增添
了“中国元素”，将加深与会中
东欧国家官员及客商对中国茧
丝绸行业的认识，推动中国茧
丝绸产品进一步走进中东欧和
国际市场，促进中国与中东欧
国家之间在茧丝绸行业方面的
务实合作。

中国茧丝绸行业创新发展成果展
将在“三会”期间揭开面纱

本报讯 （记者单玉紫枫 通
讯员林冰冰 姚珏） 昨天下午，
记者从中国-中东欧国家投资贸
易博览会组委会获悉，第四届中
国宁波-中东欧国家教育合作交
流活动将于 6 月 8 日至 12 日在我
市举行。

这次合作交流活动是第三届
中国-中东欧国家贸易投资博览
会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省积极对
接和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不
断深化与中东欧国家全方位、多层
次、宽领域教育交流与合作的重要
举措。活动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
教育合作高峰论坛、第二届中国—
中东欧商学院峰会暨“一带一路”
商学院国际化人才培养论坛、第二
届“一带一路”产教协同国际论坛、

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教育项
目推介洽谈会暨教育展和中国浙
江-捷克教育合作圆桌会议等多
项交流活动。

据了解，第四届中国宁波-中
东欧国家教育合作交流活动开幕
式暨“一带一路”教育合作高峰论
坛，邀请了波兰、爱沙尼亚、保加利
亚等 16 个中东欧国家和马来西
亚、泰国、俄罗斯、乌克兰、韩国等
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府
领导和院校代表250人参会。

截至目前，宁波与中东欧师
生双向交流总数已突破 500 人。
自 2014年起，宁波设立中东欧国
家学生专项奖学金，累计有 56名
中东欧学生获奖，奖金总额 80余
万元。

第四届中国宁波-中东欧国家
教育合作交流活动下周启幕

本报讯 （记者金晶 通讯员
余三军） 浙江奥比特生命科学研
究院近日正式落户高新区，吴祖
泽院士被聘为首任院长，陈可冀
院士被聘为高级健康顾问。

浙江奥比特生命科学研究院
是一个集再生医学和精准医疗于
一体的高水准转化医学平台，主
要致力于生物医药技术的研发与
成果转化。该研究院人才团队强
大，除了被誉为“中国造血干细
胞之父”的吴祖泽院士和“国医
大师”陈可冀院士外，还汇聚了
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徐国彤教
授、朱伟东教授，浙江大学生命
医学科学院张铭教授，福建省

“百人计划”人才、福建中医药大
学彭军教授，美国凯斯西储大学
陈友琴教授等多位知名专家学者。

据悉，浙江奥比特生命科学
研究院计划在高新区建设生物医
药技术与产品研发中心，并以

“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方
式打造生物企业孵化基地，为科
技型优质项目提供专业细分的孵
化服务。

吴祖泽告诉记者，该研究院
将建设系统完整的生物医疗技术
公共服务平台，其中包括区域细
胞制备中心、再生医学转化中
心、临床医学检验所、人类基因
检测中心、生物细胞资源库 （生
命银行）、生物医学技术人才培训
学院等。

据介绍，包括生物医药在内
的生命健康产业，被认为是“无
限广阔的兆亿产业”，也是我市重
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

奥比特生命科学研究院
落户高新区
吴祖泽院士被聘为首任院长

本报讯 （记者周琼 通讯员
任社） 昨日，由市政府主办的中
国宁波青年大学生创业大赛拉开
帷幕。此次大赛设置了智能制
造、数字文化创意和互联网云生
活三大行业赛和大学生“创业新
秀”选拔赛。大赛将分赴全国 12
个中心城市组织 15场赛事，以赛
代引，吸引全国优秀创业创新大
学生前来宁波寻梦。

自 2015年起，我市每年举办
大创赛。第一年的赛事就有 438
个项目报名。2016 年，更是有来
自全国各地的 1032支优秀项目团
队参赛，我市的不少“创业新
秀”就是从大赛中脱颖而出，不

断壮大。本年度的中国宁波青年
大学生创业大赛围绕我市中心工
作和产业特点，做精行业细分，
设置了智能制造、数字文化创意
和互联网云生活三大行业赛和大
学生“创业新秀”选拔赛。在大
赛进程中，执行方将为每一个参
赛项目配备领域相同的创业导
师，帮助梳理商业模式，对接宁
波本土的优质产业资源。

据了解，对在宁波落地发展
且带动就业的优秀项目，大赛组
委会设置了10万至20万元不等的
启动扶持资金，宁波股权交易中
心也为项目提供优先挂牌政策支
持。

2017中国宁波
青年大学生创业大赛启动

本报讯 （记者王晓峰 通讯
员徐超 赵治山） 昨天是六一儿
童节，我市边防部门特意邀请了一
批小朋友及其家长，走进警营听维
和民警讲故事，感受军旅文化。

昨天上午 9时，来自象山文峰
学校二年级的 10多名小朋友在家
长的带领下高高兴兴走进象山边
防大队，听维和归来的民警讲故
事，过别样的儿童节。5 位主讲民
警都是第四支赴利比里亚维和警
察防暴队的成员，他们用自己从维
和任务区带回来的视频、图片为小
朋友和家长讲述了各自的维和故
事，真实而又生动地展示了维和生

活的艰辛和苦中作乐的精神。
“这个儿童节很有意义，这些

视频和图片对孩子的冲击很大。
看看利比里亚的混乱局势，再看
看我们幸福和平的生活，忆苦思
甜，我觉得很有意义。”参加完活
动后，有位姓陈的家长告诉记者。

据悉，我市边防支队共有 15
名官兵入选第四支赴利比里亚维
和警察防暴队，于 2016 年 3 月赴
非洲执行维和任务，今年 3 月归
建。执行维和任务期间，他们出
色地完成了任务，被赞誉为全球
16个任务区89支维和防暴队中最
高水准和最优作风。

过一个别样的儿童节

听维和民警讲维和故事

王学进

5 月 31 日中午，镇海招宝山
街道“新三宝”服务社的老年食
堂正式开张，80 余位老人提前赶
来排队用餐，十分热闹。“新三
宝”服务社是镇海区实事工程之
一，老年食堂是其中启用的头一
个项目 （6月1日《宁波日报》）。

六一儿童节当天，读到这则
关于老年人的新闻，格外新鲜有
趣。这家专门为老年人办的食
堂，有几个特点：它是普惠性
的，食堂向辖区 10个社区、两个
新村的 70岁以上老人提供中餐和
晚餐服务，是目前全市规模最大
的老年“普惠食堂”；经营主体是
街道，聘请特级厨师掌勺，能保
证老年人吃到可口的饭菜；采用

“半自助式”模式，实行刷卡就
餐，只收取食材采购成本。也就

是说，它既不是免费午餐，也有
别于外面的快餐店。价格合理，
菜品多样且经常换花样，这样的
食堂自然受老人欢迎。试运行一
周，就餐老人超出食堂现有接待
量近一倍，只好限人限批次用
餐。

老年食堂为何这么受欢迎？
原因除了上面说到的，深层原因
是现如今独居老人多了，养老问
题日益突出。如子女外出，生活
保障困难；生病易，看病难；幸
福指数降低等。据调查，我国有
69％的空巢老人感到孤独和寂
寞。这时候，远在百里千里甚至
万里之外的儿女指望不上，更多
只能靠老人们守望相助了。从这
个意义上讲，老年食堂可谓应运
而生，它不但解决了老人们的一
日三餐之忧，更能让老人们相聚
在食堂这个大集体里，感受家的
温馨，体验人际交往的乐趣。

老年食堂好！希望招宝山街
道的这一创举能引起更多地方的
重视，并推广这一做法，让更多
的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让普惠性的老年食堂更多些

维
和
民
警
正
在
和
孩
子
们
进
行
互
动
游

戏
。

（
王
晓
东

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