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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柯艳艳） 昨天记者从市教育局
获悉，为积极应对普通高中学考

（选考），普高提早至 8 月 25 日开
学，因此增加的教学时间，各学
校自行安排补休。

此外，各学校高三年级可按
规定利用假期增加 2 周时间的教
学活动，方案报市教育局备案后
实施。国庆假期，高二、高三年
级 10 月 5 日、6 日、7 日上课，8
日 （周日） 休息，学考 （选考）

后安排补休三天。
在不减少教学时间和法定休

息时间的前提下，学校如另外调
整教学时间的，须经市教育局同
意后方可实施。各校如调整正常
的教学时间，应事先安排并书面

告知学生家长，并精心组织好教
育教学活动，切实做好后勤保障
等工作。

另悉，各有关区县 （市） 教
育局根据本通知精神，自行统筹
辖区内学校的教学安排。

普通高中提早到8月25日开学

本报讯 （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张土良） 6 月 24 日 8 时 30 分至
12 时，在宁波第二技师学院西校
区(新典路 1000 号)将举行 2017 年
市直属职业学校招生咨询会，届
时原城区职业学校、技工学校、
包括鄞州区 5 所职业学校都将设
摊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咨
询。

据了解，2017 年全市中等职
业学校总体招生计划设置 27873
人，与 2016年持平。其中，五年
制学前教育专业招生 570 人，比
去 年 增 加 了 180 人 ； 中 澳 合 作
TAFE大专班招生 240人，比去年
增加 60人；本地职业学校 3+2和
五年一贯制招生计划 4579人，比
去年新增 87 人；城区职业学校

（包含鄞州区） 今年共设置招生计
划10736人。

在志愿填报方面，市教育局
职业教育处相关负责人强调，职
业学校志愿填报有两个重要原
则：一是普职不兼报。考生只能
选择普高，或者职业学校。二是
中等职业学校和技工学校兼报。
选择报考职业学校的学生可以在
职业学校和技工学校的各类专业
里选择五个志愿，在录取时这五
个志愿为平行志愿，按照分数优
先，遵循志愿的原则进行录取。

2017 年职业学校的志愿填报
分三个批次，两个系统填报。中
考前职业学校提前自主招生志愿
填报已经完成。接下来是中考后
分数未公布阶段的志愿填报，包

含职业学校特长生志愿填报、五
年制学前教育专业志愿填报、五
年制中澳合作 TAFE 职业大专班
志愿填报以及宁波轨道交通公司
电力机车运用与检修电客车司机
班的志愿填报。最后是中考后公
布成绩统一批次志愿填报。

据了解，今年有职业学校特
长生招生的学校为宁波经贸学校
和宁波市职教中心学校，且仅限
原海曙、江东和江北三区初中毕
业学生填报。每人只可以填报一
个志愿，填报时间为 6 月 20 日 8
时至 20时。需要注意的是，五年
制学前教育大专班和宁波轨道交
通公司电力机车运用与检修电客
车司机班，只有参加过面试且面
试合格的学生才有资格填报志

愿。其中五年制学前教育大专班
和五年制中澳合作 TAFE 职业大
专班志愿兼报，可以填报五个志
愿，五年制学前教育专业优先录
取。宁波轨道交通公司电力机车
运用与检修电客车司机班与前两
类专业不兼报。填报时间为 6 月
20日8时至20时。

中考后公布成绩统一批次志
愿填报。考生在中考成绩公布
后，原海曙、江东和江北三区学
生和原鄞州区初中学校学生可进
入对应系统填报，统一批次志愿
填报时，原城区职业学校和鄞州
区职业学校以及技工学校志愿兼
报，学生可以填报五个平行志
愿。填报时间为 6 月 24 日上午 8
时至25日17时。

本周六有中职招生咨询会
全市中职学校总体招生计划设置27873人
五年制学前教育专业招生570人；中澳合作TAFE大专班招生240人

本报讯（记者徐欣 通讯员周
旦 乐佳顺） 马鞭草、格桑花、硫
华菊、波斯菊……上周末，众多市
民和游客趁着晴好天气，来到江北
荪湖近 300 亩争奇斗艳的花海观
赏、游玩、拍照，感受初夏田园的
浪漫唯美。

当天，这里还迎来了 60 位特
殊的游客。他们以花为媒，甜蜜寻
爱。原来，这是由洪塘街道总工
会、团工委、妇联联合举办的义务
为单身青年寻爱活动。当天，永平
公交公司还倾情打造了爱情公交，
发车驶向爱的花海。

蜜蜂、蝴蝶、游人与紫色花海
交织成一幅优雅浪漫的山水田园
画。洪塘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花
海现在正是最佳观赏期，非常适合
男女在轻松自然的状态下相互认
识。

以花为媒
甜蜜寻爱

本报讯（记者周琼 海曙记者
站毛一波 通讯员刘平） 昨日上
午，中国宁波青年大学生创业大赛
互联网云生活行业赛拉开帷幕。

“通过比赛，发掘和培育一批
‘双创’优秀项目和优秀团队，进
一步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的热情，
促进投融资的供需对接，为参赛企
业、创客提供一个宣传展示、提升
素质、开放创新、合作共赢的平

台。”海曙区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这
样告诉记者。

据悉，此次创业大赛参赛对象
为 1982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的海内
外高校毕业生或在校生，且为团队
核心成员，持股比例不低于 30%，
创业项目符合“互联网+”生活服
务类。初选将设立北京、武汉、杭
州三个分赛区，本次大赛将产生金
奖 5 名、银奖 5 名、铜奖 5 名，落

地宁波正常经营 6 个月且带动 5 人
就业后，根据“双创”资金管理办
法的具体实施细则，享受“双创”
资金分别 20 万元、15 万元以及 10
万元的扶持。

“海曙区也将对落地项目给予
创业补贴、税收减免等一系列优惠
政策。”该负责人介绍，将采用

“政府+市场”的形式重点扶持优
质的高新技术创业项目，同时为创

业项目提供不低于 1000 平方米的
专属孵化器，此外，对落地宁波并
通过评审的优质高层次人才创业项
目给予最高2000万元的补助。

相关项目团队可在6月20日至
7月30日进入“2017年宁波青年大
学生创业大赛”官网，选取大赛报
名入口进行实名注册，按要求录入
参赛信息并在线提交相关报名材
料。

互联网云生活行业赛启幕
优质高层次人才创业项目最高可获2000万元的补助

本报讯 （记者王岚 通讯员
乐科奇） 继去年成功推出“杨梅
地图”助果农销果后，北仑区综
合行政执法局日前再次推出2.0版

“杨梅地图”，不仅更新完善信
息，还对有困难的梅农安排城管
义工上门帮忙采摘，继续为杨梅
种植户和市民做好服务。

杨梅上市时间短、易变质，
没有固定摊位，杨梅销售成了让
广大种植户心焦的问题。对此，
杨梅上市之前，执法队员走村入
户，对各自辖区内杨梅的主要产
地进行再一次排摸，告知他们自
产自销临时疏导点的具体位置，
并听取农户的建议和意见。

“今年的手绘杨梅地图不仅增
加、完善了更多的杨梅种植点信
息，还综合了产地、人流、销
量、安全等因素重新调整了疏导
点的设置，做到更加合理高效。”
执法局有关负责人说，今年局里

还制定了农户自产自销杨梅疏导
点管理规范，农户前往设摊时需
在划定范围内，不可超出范围占
道经营，同时携带所在村委会的
自产自销证明。

据悉，自“杨梅地图”推出
以来，北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将

“杨梅地图”通过新闻媒体、微信
平台等发布，并制作 3000余份宣
传册，通过农林、旅游、社区等
部门向市民分发。“杨梅地图”知
名度一下打响，不少宁波市民也
特地前往北仑采摘杨梅。

采 访 中 ， 执 法 局 人 员 说 ，
有遗漏的本地杨梅种植户可向
各基层中队反映，其信息可及
时更新到“杨梅地图”里。如
果需要帮助采摘，可以通过北
仑城管微信平台留言，或拨打
城 管 热 线 86883255 告 知 ， 他 们
会根据实际情况安排城管义工
帮忙采摘。

北仑2.0版“杨梅地图”
更加温情
城管义工帮困难种植户采摘杨梅

本报讯 （记者王晓峰 通讯
员董力军） 昨日，鄞州交警大队
发布消息：从7月1日起，鄞州交
警大队下属各中队 （除大嵩中队
外） 将不再承办 A、B 照 （即大
型客车、牵引车、城市公交车、
中型客车、大型货车驾驶证） 驾
驶人审验学习工作。

届时，持 A、B 照的违法记
分机动车驾驶人需前往交通安全
教育学校、鄞州电大教育培训
点、鄞江交警中队、大嵩交警中
队办理驾驶证审验相关手续，接
受 不 少 于 3 小 时 的 安 全 警 示 教
育。累计违法记分在1分至8分内
的非校车驾驶人，可参加互联网

学习。
据悉，持有 A、B 照一个记

分周期内有记分的，以及持有其
他准驾车型驾驶证发生交通事故
造成人员死亡承担同等以上责任
未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驾驶
人、校车驾驶人，应当在每个记
分周期结束后三十天内到宁波市
各区县 （市） 车管所报名接受审
验教育。机动车审验教育驾驶人
需要携带的凭证有：本人驾驶证
原件、身份证原件；校车及有吸
毒史的驾驶人需提交 48小时内的

《吸毒现场检测报告书》；校车驾
驶人需提交 《机动车驾驶人身体
条件证明》等。

鄞州A、B照驾驶人
审验学习工作将有变动

本报讯 （记者张燕 通讯员
胡沈沈 肖东） 记者昨日从东航
浙江分公司获悉，今年暑期，宁
波机场将新增宁波—烟台—延
吉、宁波—太原—呼和浩特航
班，为暑期旅游增加新的捷径。

宁波—烟台—延吉航线从 6
月 30 日至 10 月 27 日，每周一、
三、五、日执飞，宁波 14∶00 起
飞，15∶35抵达烟台，18∶30抵达
延吉；延吉 19∶20起飞，21∶30抵
达烟台，23∶55 抵达宁波。开航
初期，宁波—烟台 480 元起售，
宁波—延吉900元起售。

宁波—太原—呼和浩特航线
从 7 月 9 日至 8 月 24 日，每天一
班，宁波 8∶30 起飞，11∶00 抵达

太原，13∶00 抵达呼和浩特；呼
和浩特 13∶45起飞，14∶50抵达太
原 ， 18∶10 抵 达 宁 波 。 开 航 初
期，宁波—太原 760 元起售，宁
波—呼和浩特860元起售。

延吉位于吉林省东部，是延
边朝鲜族自治州政府所在地。延
吉南面是气势雄伟景色宜人的长
白山，眺望中朝俄三国交界的防
川岛，不仅可领略“昼看三国景，夜
闻异国情”的边寨风貌，一路上还
可以浏览起伏的长白山脉、浩瀚
的原始森林和奔腾的图们江水。
呼和浩特是内蒙古自治区首府，
蒙古语意为“青色的城”，其中

“呼和”为青色的意思，“浩特”
为城市、城郭的意思。

宁波机场暑期新增两条航线

作为最大的年中电商狂欢节，由京东牵头发起的“6·18”电商节带
动宁波跨境电商零售进口交易井喷式增长。来自宁波检验检疫局的数据
显示，电商节活动中，宁波跨境电商共申报交易订单117万单，申报货
值 2.2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20%和 314%，交易量、交易额均居全国首
位。图为检验检疫工作人员正在验放包裹。

（俞永均 甬检 摄）

年中电商节带动跨境电商井喷

宁波进口交易额
居全国首位

荪湖迎来爱情巴士。 （徐欣 王晓路 摄）

本报讯 （记者王晓峰 通讯
员徐超 吴慧华） 6月18日晚上10
时 30 分许，宁波边防支队桐照边
防派出所的报警电话突然响了。

“救命啊！我们被困在悬山岛上，
上不了岸了。”市民张某向派出所
求助称，由于下雨和突如其来的潮
水，他们一行 6 人被困，驻足难
行。

接到报警后，派出所立即组织

官兵带上绳索、救生衣、救生圈、
急救药箱等物品并协调救援船只火
速赶往事发现场。由于天黑且下暴
雨，海上风浪较大，船老大很难辨
别方位，导致救援工作陷入困局。
后来，经过电话沟通，被困人员与
民警相互加为微信好友并且共享了
实时位置。救援力量按实时位置导
航朝事发点大致方向前进，途中通
过强光手电互通信号，最终确定了

被困人员的方位。
由于夜黑浪急，救援船只靠岸

难度极大。在民警和船上工作人员
的不懈努力下，终于找到了一个较
为适宜的停靠点，民警上岸对被困
人员进行安抚并查看是否受伤，然
后迅速将他们带至救援船上并按原
路返回。

经询问，原来这 6人相约从悬
山岛后山一条小路上岛进行海钓。

在海钓过程中没有注意到海水涨
潮，后来暴雨又导致水位大涨，他
们要离开时，才发现回去的路已被
潮水淹没无法通行。

民警提醒：为了生命安全，外
出海钓一定要注意天气状况，选择
合适的时间前往。同时要注意海域
情况，因为在海域情况复杂的礁石
边垂钓，不时受潮水涨落影响，很
容易被围困。

六人海钓被困岛上 边防施救化险为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