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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浙江省新工科建设行动
八条方案 （简称“浙八味”） 在温
州首次发布，即建设一批产教融
合、科教融合、多学科交叉的行业
特色学院；建设一批新兴产业急需
的工科优势特色专业；建设一批体
现产业和技术最新发展的工科核心
课程和通识课程；实施工科院系与
行业企业人员互聘“双千计划”；
实施一批企业支持的产学合作协同
育人项目；建设一批集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于一体的协同
创新中心；建设一批面向新工科的
大学生学科竞赛品牌；培育若干新
工科建设示范点，形成一批可推广
示范的新工科建设成果。

“浙八味”指明了浙江省本科
高校工科教育改革的新方向，对浙
江省本科高校探索政产学研合作协
同育人模式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为全国新工科建设提供了浙江样本
和浙江元素。

宁波工程学院作为浙江省应用
型本科高校联盟第一届理事长单
位，作为浙江省新工科建设行动 8

所主要倡议高校之一，主动聚焦
“复旦共识”“天大共识”与“浙江
共 识 ”， 主 动 对 接 “ 宁 波 制 造
2025”“一带一路”支点城市等一
批示范工程建设，主动融入宁波

“名城名都”“城乡一体化”及“人
文城市”等一系列重大举措；主动
服务宁波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等领
域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制造业创
新中心的需求，设置和发展一批新

兴工科专业，同时推动现有工科专
业的改革创新，全面启动“新工
科”建设，努力成为宁波新兴产业
需求、新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库”

“创造源”与“推进器”。一是进行院
系调整，实现学院集群与专业集群。
合并材料学院与化工学院、建筑学
院与交通学院，建设建筑与交通等
5大专业群对接宁波智慧交通、建
筑工业化等 5大产业群；二是产业
化二级特色学院。杭州湾汽车学院
与杭州湾管委会、大众和吉利汽车
等以理事会形式建立“政产学研”人
才培养教育联盟；三是增加专业新
兴方向。如土木工程工业装配化方
向、网络工程信息安全方向、汽车工
程新能源方向、大数据方向等；四是
开展复合专业建设。如安全工程的
专业+安全、外语学院的语言+产
业、经管学院的营销+产业等；五是
实施一体化人才培养方案。从社会
需求出发，结合学校地方性、应用
型和国际化的特色，构建应用开发
型人才培养体系的一体化人才培养
方案。 (尹辉文/摄）

宁波工程学院“新工科”建设“开工”

牵动全城家长和考生的中高考
近日正式落下帷幕。今年是浙江省
实行新高考政策的第一年，最本质
的变化是学生对于自己未来的专业
走向有了自主选择权，即根据自己
的专业，再选择与分数相匹配的学
校。大家都焦急地等待着第一波高
考成绩的放榜。

对于中考的孩子来说，新政策
也同样影响着现阶段的学习方向和
未来的升学择校问题。

今年上半年，宁波国际高中的
入学名额也出现了“一位难求”的
现象，初中学生和家长纷纷考虑安
排孩子进入国际班进行学习，从各
方面提升孩子的学习能力和综合素
质。

6月25日，本报携手宁波瀚森
教育针对中高考后的考生和家长，
举办一场国际升学择校名师讲座。
各界名师汇聚现场，分阶段、全方

位地为家长与考生解答升学、择校
方面的问题。

中考后，普通高中及
国际班的升学选校指导

此次讲座特邀宁波诺丁汉附
属中学、宁波国际学校相关负责
老师主讲“中考后，普高、国际
班的未来升学及选校指导”。宁波
诺丁汉附属中学、宁波国际学校
是万里教育集团旗下的主打“高
端”“国际”“小班化”的高端寄
宿制学校。

高考后，如何短期衔
接国外名校本科

高考结束后，很多家长面临孩
子对国内心仪院校没有十足入学把
握的情况，为了给家长与学生提供

更多的选择，本报邀请了宁波瀚森
教育 10 年资深升学指导老师朱妮
君为甬城的家长和考生带来“高考
后，如何在短期内衔接国外名校本
科”的主题讲座。

宁波瀚森教育曾隶属于宁波教
育局，是一家集留学、培训、移民、合
作办学为一体的教育机构，创立于
1999年。18年的办学历程成功为上
万名学子圆梦海外名校，收获了甬
城家长及学生的高度信任。

我的妈妈经：从镇海
中学到百万年薪精英之路

本次讲座还邀请到了原农行二
级支行行长任永萍女士分享她对孩
子的培养经验。她的孩子高中就读于
镇海中学，本科就读于澳洲国立大学
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学习精算专业。本
科毕业后进入上海渣打银行，从事分

析师工作，三年内从普通留学生晋升
为年薪百万的金融界精英。

活动时间：6 月 25 日 （下周
日）

活动流程：1330-1400 宴
郊（宁波诺丁汉附属中学外事处主
任）——普高、国际班，高中入学前
准备 1400-1430 朱妮君（瀚森
留学 17 年资深升学指导老师）——
高考后，如何快速衔接海外名校
1430-1500任永萍（诺远资产副
总，前农行二级支行行长）——牛娃
养成记：“从镇海中学到优秀金融工
作者”1500-1530孙婷婷（农业
银行分行零售银行业务部个人负债
业务部门经理）——农行留学宝产
品介绍1500-1630咨询环节:

场地:宁波彩虹南路 15 号瀚森
1楼

报 名 热 线 ： 18858040655
87682193

一个成绩，多种入学选择

国际升学择校名师讲座预约报名

6 月 14 日，由宁波市首个世
界文化遗产庆安会馆专家学者组
成的宣讲小组，走进宁波市江北
中心小学，举办宁波地方文化遗
产知识讲座，将世界文化遗产科
普知识送到了少年儿童的课堂。

为了配合“庆安杯”百名少儿
演讲大赛的顺利进行，帮助甬城少
年儿童寻觅身边的世界文化和自
然遗产之根，浙东海事民俗博物馆

（庆安会馆）专门委派研究馆员和
副研究馆员，针对宁波少年儿童的
实际情况，结合宁波现存遗产现
状，精心选题，认真准备，积极落
实，在宁波市江北中心小学组织近
200名少年儿童进行宁波地方文化
和自然遗产知识专题讲座。

专家、学者在讲座上深入浅出
地讲解了宁波市首个世界文化遗
产庆安会馆的历史、现状和未来，
让小朋友们充分了解身边的历史
文化遗产，进而达到普及世界文化
和自然遗产知识，传承宁波传统文
化的目的。在专题讲座上，专家、学
者充分调动孩子们的积极性和主

观能动性，将普及知识和课堂提问有
机结合，与小朋友进行互动式教学，
引发了少年儿童的浓厚兴趣，争先恐
后的抢答和妙语连珠的宣讲将活动
不断推向高潮，进而取得了圆满成
效，达到了预期目标。

据悉，“庆安杯”百名少儿演讲
大赛自6月2日开始报名以来，吸引
了宁波市众多少儿演讲爱好者的眼
球，赢得了博洋家纺、农夫山泉、精
灵总动员的关注，为小朋友提供丰
富多彩的礼品。截至6月18日，本次
大赛的百名参赛名额仅剩 5 个，报
名截止日期为 6 月 20 日，想报名的
小朋友只剩一天时间了。

报名方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
“宁波日报微互动”，发送“报名+姓
名 + 年 龄 +
联系电话”
至后台，举
办方将会通
知。本次大
赛不收取任
何费用。
(倪建飞）

地方文化遗产知识宣讲走进甬城校园
“庆安杯”少儿演讲大赛仅余五个名额

6月17日，杭州湾海皮岛水
世界开园。海皮岛景区被打造成
海盗世界，“美人鱼”齐聚水世
界，穿梭在各个角落，准备和海
盗来一场水枪大战。

开园当天，天气热辣，但热
浪也阻挡不了游客们对玩水的向
往。海盗和假面“美人鱼”齐聚
盛宴，上演海盗大战和性感维秘
比基尼秀。在场的游客热情四
溢，准备随时来一场夏季湿身大
战。海皮岛水世界开园推出的

“暖冰取钱”活动，更是把气氛推
向了高潮。主办方推出大型冰块，
里面“冻”着千元现金，游客们用
身体的温度融化冰块取钱，现场的
小朋友也是积极参与，水世界还发
放一些凿冰道具，帮助小朋友完成
任务。

据海皮岛景区负责人表示，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加勒比热浪狂
欢节也将开启，届时，各种动物秀、
变形金刚、花车巡游、篝火晚会等活
动和演艺缤纷来袭。 （欣然）

杭州湾海皮岛水世界开园

宁波市国土资源局北仑分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甬土资告[2017]06006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土资源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宁波市人民政府批准，宁波市国土资源局北仑分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以下地块的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竞买资格及要求：序号1地块：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生产性法人企业均可申请参加。但申请人投资产业
须符合我区产业政策，在报名申请前经区发改部门审核通过后，在报名时一并提供。

序号 2 地块：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生产性企业均可申请参加。但申请人投资产业须符合我区产业政
策，在报名申请前经区发改部门审核通过后，在报名时一并提供。

详细资料和具体条件见挂牌出让文件和控制文本，并以其为准。
三、出让文件购买及资格申请：竞买手续按出让文件规定办理，请于2017年6月30日至2017年7月19日

上午 830—1100，下午 200—500 （工作时间） 到宁波市国土资源局北仑分局土地利用科 （北仑区四
明山路700号行政中心太河商务楼8楼821室） 购买挂牌出让文件，提交书面申请资料，确认竞买资格并发出
竞买通知书。联系电话：0574-86782468

四、报名申请及竞买保证金缴纳：申请人在提交竞买资格书面申请，经初步审核后，应到出让文件指定
的地点缴纳竞买保证金，报名申请及竞买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为2017年7月19日1500时前。

五、挂牌竞价及现场竞价：申请人可于 2017 年 7 月 11 日至 2017 年 7 月 21 日上午 830—1100，下午
200—500 （工作时间） 到宁波市国土资源局北仑分局土地利用科 （北仑区四明山路 700号行政中心太河
商务楼8楼821室） 参加挂牌竞价。在挂牌竞价截止时 （2017年7月21日上午10：00），若仍有两个或两个以
上已报价的竞买人要求继续报价，进入现场竞价程序，现场竞价时间2017年7月21日上午1000始(地点:宁
波市北仑区招投标中心)。

宁波市国土资源局北仑分局
2017年6月20日

宁波工程学院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做透射电镜检测。

庆安会馆专家为学生授课。 （王进 摄）

序号

1

2

地块名称

霞浦规划329
国道南、永定
河路西1#地块

霞浦规划329
国道南、永定
河路西2#地块

坐落位置

霞浦规划
329国道

南、永定河
路西

霞浦规划
329国道

南、永定河
路西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汽车制造

业）

工业用地
（金属制品

业）

用地面积
（平方米）

6153

2375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2且≤
2.0

≥1.2且≤
2.0

绿地率
（%）

≤20%

≤20%

建筑密度
（%）

≥30%

≥30%

建筑高
度(米)

/

/

出让年
限（年）

50

50

投资强
度（万
元/公顷）

≥4050

≥3900

保证金
（万元）

300

100

起始价
（元/平
方米）

750

7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