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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提升行动
回眸与展望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黄梓馨） 浙江新高考平行志愿昨天
投档。随后出炉的各高校专业投档
线，将在浙江省教育考试网(www.
zjzs.net)发布。

此前一周，浙江新高考已招录
新生 1.7 万余名。其中，普通类提
前院校 1.3 万名；艺术第一批及提
前院校约 0.4 万名，体育提前院校
及特招生 85 名。按新高考招生录
取进程，普通类平行志愿第一段在
昨天上午投档，艺术类第二批及体
育类平行志愿第一段在昨天晚上投
档。接下来，各高校将对本次投档
考生进行录取，考生可在明天登录
上述网站查询录取状态。

选择志愿不纠结，首
轮投档率超过99%

新高考规定，普通类考生可填
报不超过 80 个高校专业志愿，艺
体类考生可填报不超过 30 个高校
专业志愿。普通类第一段按考生总
人数 20%比例划定控制分数线 577
分。

据统计，考生填报志愿普遍理
性，第一段中全省超过一半的考生

填满了 80 个高校专业志愿。投档
情况表明，我省新高考首轮专业平
行志愿填报情况比较理想，省内外
高校生源总体分布均衡合理，一段
考生志愿投档率高达 99.57%。未
被投档的极少数考生，其原因是总
体定位偏高，或只填报了少数几个
院校。

作为录取新变化及亮点之一，
浙江新高考招生取消文理科和录取
批次，首次实行专业平行志愿，此
举有效地减轻我省广大考生志愿填
报心理压力，解决了长期困扰考生
的专业和院校难以兼顾、不能录取
到自己喜欢专业的纠结问题，扩大
了考生在录取环节的选择权，并使
考生最大限度地“录其所愿”。

正确看待专业投档分数线

新高考招生专业投档线，是某
一高校某一专业考生的投档最低
分，由计算机在专业平行志愿投档
后自然形成。专业投档线的高低取
决于招生计划、考生成绩和报考生
源等多方面因素。

决定投档分数线高低的多种因
素中，招生计划数是非常重要的因

素，某些高校专业招生量大，分数
线就会相应降低，反之则会提高。
因此，看各高校专业投档线时要与
招生计划结合，不能把投档线与高
校综合实力简单挂钩。今年首次新
高考招生，浙大、浙工大、浙师
大、宁大等省内综合类高校，在我
省计划总数均超过 2000 名，其中
某些专业 （类） 招生量动辄数百
人，超过多数高校各专业计划总
数。

需提醒的是，高考总分相同的
考生依据位次、志愿顺序投档。若
考生总分上线但位次或志愿序号未
达到，仍将无法被投档到该专业。

投档机会增加，退档
考生减少

与原高考不同，新高考专业平
行志愿扩大了考生对专业的选择
权，不再设专业服从调剂。原高考
退档最主要的原因“不服从专业调
剂而退档”现已不复存在。但在投
档后，退档风险依然存在。若考生
的身体状况、单科成绩等不符合院
校招生章程中公布的要求，还是有
可能会造成退档，但总体上退档现

象会大大减少。
根据平行志愿投档规则，考生

每次填报的志愿只有一次投档机
会，一旦被投到其中一个志愿，其
余志愿即同步失效。若投档后被退
档，其他志愿也不能再投，只能参
加下一段志愿填报和投档。

下次志愿填报：7月
22日-23日

首轮专业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后，剩余的高校专业计划，我省将
于7月19日在省教育考试网统一公
布。考生可在 7月 22日-23日，填
报普通类第二段、艺术类第二批第
二段和体育类第二段志愿。

特别提醒：为规避误填误报、
减少退档风险，考生在填报后续
志愿时，须认真查看剩余的高校
专业计划，对照高校章程规定的
报考条件 （如身体条件、单科成
绩要求等），同时还需看清招生高
校性质、专业层次 （4年及以上学
制为本科，3 年及以下学制为专
科）。此外，考生必须保管好自己
的志愿填报密码，以防志愿被篡
改。

新高考平行志愿一段昨开始录取
考生明天可登录省教育考试网查询录取状态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王
国海 华旭露） 新高考第一年，浙江
录取方案取消批次线，改为按比例分
段填报志愿，采用“专业＋学校”的
录取模式，普通类高考考生可填报
80 个专业平行志愿。正值高考第二
段志愿填报关键阶段，如何科学、合
理地填报好志愿至关重要，那么报考
哪些专业好？报考需要注意什么呢？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承办的

“2017 年浙江新高考招生现场公益巡
回咨询会”昨天举行，现场人头攒
动。

温州医科大学、浙江海洋大学、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武昌首义学院等
省内外 150 多所高校参加本次咨询
会。活动现场，咨询工作人员就招生
政策解读、职业生涯规划、志愿填报
攻略等方面，为考生及家长提供了权
威资讯和建议。

“志愿没填好，高考成绩再好也
没用，孩子的前途就废了。”一位考
生的母亲说道。

“进了大学之后还有很多转专业
的机会。”温州医科大学的徐老师向
考生建议，可以先选一个不太热门的
专业考进一所心仪的学校，成绩达到
一定要求后，就可以通过转专业的方
法转到热门的专业去。

在咨询现场，令招生办老师最头
疼的就是，不少考生和家长会询问多
少分才能读你们学校啊？招生办老师
提醒大家，每年录取分数线有变化，
考生更应该清楚自己的高考成绩在全
省的位次，并以此作为重要的参考。

“填报志愿时，志愿的排序可以采取
‘冲、稳、保’的策略。”招生办老师
介绍，考生在填报志愿时一定要把喜
欢的、最想去的专业填在前面，把可
以接受的专业和学校放在候选。

新高考招生咨询会为考生支招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胡敏）记者昨天获悉，宁波诺丁
汉大学国内本科高考招生节节攀
升，宁波大学一段线上完成所有
录取。由此可见，两所大学的整体
办学实力得到充分肯定。

宁波大学所有专业均在一段
线以上顺利完成。2017年，宁波大
学在浙江省内的招生计划为 2275
名，其中普通类平行志愿招生计划

为 1523 名。宁波大学各专业（类）
总体均衡，专业最高投档分为607，
最低投档分为 585（含中外合作专
业），专业投档分差值仅为 22 分，
综合性大学特色及优势得以体现。

此外，在浙江提前录取中，宁
波大学“三位一体”生源质量优
异，与往年相比提升显著。

这充分证明了宁波大学的整
体办学实力和人才培养水平，也

验证了学校进行专业优化调整的
合理性。

2017年宁波诺丁汉大学在全
国29个省（市、区）招收本科生。

尽管今年学费和招生人数双双
增加，宁波诺丁汉大学各地投档分数
线不降反升，屡破纪录。截至7月16
日上午10时，该校2017年在浙江省
的录取工作顺利完成，18个专业（类
别）全部招满，平均录取分为611分。

在甬高校整体办学实力持续增强

本报记者 杨绪忠
海曙记者站 张黎升
通讯员 童若飞

月湖水生态综合治理已完成湖
底 10 万平方米清淤，水清岸绿，
湖区美景初露；810 公顷城市绿
地、20个综合性公园精细化分类管

理，众星拱月绿满城美景渐成；中
山路 （海曙段） 改造提升工程首战
告捷，宽敞双向六车道，优化分布
沿线业态，“浙东第一街”品质回

归……
作为宁波的历史文化名城核心

区，海曙在全市“名城名都”建设
中，主动对标“六化协同”发展战
略，争当排头兵。今年以来，海曙
建设品质城区打好拆、治、归组合
拳，加强专业精细的常态化长效管
理机制，全面提升城区功能品质、
特色景观和生态环境，努力实现青
山、碧水、蓝天、净土的“全域景
区化”目标。

重拳出击，夯实品质基石。围
绕省级“基本无违建区”的工作标
准，今年以来，海曙以强大的合力
推进“三改一拆”，全区重点违建
点位“对账销号”，目前已累计完
成“三改”64.72 万平方米，实现

“一拆”61.32万平方米。全民征战
剿劣攻坚，海曙投资 8 千万元的全
省首个湖泊治理 PPP项目——月湖

水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程由天河水
生态中标实施，诚德检测参与全区
水质检测，白云街道委托蓝青治水
实施管网排查，石碶街道、古林镇
请来浙江工业大学专家组对剿劣工
作进行全程技术指导、把脉会诊。
目前，海曙市控断面连续达标，区
控断面完成清淤，超八成劣Ⅴ类小
微水体基本达到验收标准，其中23
条小微水体已通过验收予以销号。

海曙创建污水零直排区提质增
效，主攻大型工业区、大型居住
区、大型市场区，先后启动南都花
城、石碶市场区、客运中心站区域
等污水管网建设改造工程，累计完
成投资 1.13 亿元。年内还将完成月
湖、江厦、鼓楼三个街道的污水零直
排创建，对 28 个老小区进行雨污分
流和截污纳管改造，项目总投资约
5500万元，通过对劣Ⅴ类水压增量、

减存量,巩固全区剿劣战果。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行动深入

开展，全区 9 个乡镇街道整治规划
方案通过审批，其中龙观乡获评省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优秀规划方
案，首批 3 个达标创建乡镇总投资
约 7.7 亿元，48 个项目列入今年考
核，目前项目开工率达 68.8%。截至
目前，开展小城镇道路区域性专项
整治行动 20 余次，在轻轨沿线地块
等新增 10 个停车场、增设停车位
1000 余个，整治“四无”企业（作坊）
76 家，建成石碶街道小微企业聚集
园区1个，全力打造美丽集镇。

智慧添翼，提升品质城区功
能。海曙借力高科技打造品质城
区，管理、服务智慧升级，用“绣
花精神”治理城市。“智慧城管”
向西覆盖，行政执法体制进一步理
顺，建立健全“六位一体”城市管

理长效机制，完善网格化管理模
式。垃圾分类智能落地，全市首个
垃圾分类智能化社会化运作试点项
目落户白云街道安丰社区，智能投
放箱实现垃圾扫码分类回收，今年
内，该社区将完成居民上门宣传指
导 100% 、 居 民 垃 圾 分 类 参 与 率
80% 、 垃 圾 分 类 准 确 率 75% 的 目
标。“四个平台”建设落地生根，
进一步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水
平。海绵城市建设积极推进，市政
管网升级改造，优化布局城区地下
管网，提高城市防洪蓄洪能力。

“建设品质城区，我们将继续
坚持问题导向，开展城市顽疾攻
坚、社区品质提升、交通秩序整
治、窗口服务创优、环境形象提
升、文明行为促进‘六大行动’，
不断增进市民获得感。”海曙区品
质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念好“绿”字诀 打好组合拳

海曙高质量建设生态品质之城

龙观乡改造后的龙兴路。 （徐丹 摄）

本报讯 （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虞南） 35.7℃ ， 昨 天 ， 甬 城

“火力全开”，又迎来一个高温
日。本周起，受副热带高压控
制，甬城依旧主打高温晴热。

此轮高温范围广、时间长。
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 10
天，江淮、四川盆地南部、江南
大部、华南东部等地仍持续高温
天气，日数 5 天至 9 天。根据预

报，从明天起，我市多午后分散
性雷阵雨，最高气温在 35℃至
38℃之间，请大家做好防暑降温
工作。

根据市气象台预报，今年第
4 号台风“塔拉斯”（热带风暴
级） 已于前天下午生成，目前在
海南省西南方近海海面上，未来
往西偏北方向移动，对我市无影
响。

本周高温天气持续

本报讯 （记者沈孙晖 通讯
员陈姿爽 象山记者站陈光曙）
和大海嬉戏，在音乐中撒野！前
晚，“UNIWORLD 七月电音季”
在象山松兰山旅游度假区火爆开
演，游客们激情澎湃，尽情摇摆。

今年夏天，松兰山旅游度假
区以时下年轻人最喜欢的电音
为主题，于每周末晚推出沙滩
电音季，让游客们白天玩沙沐
阳、戏水踏浪，晚上免费欣赏
精 彩 的 演 出 。 当 晚 演 出 现 场 ，
来 自 丹 城 的 王 小 姐 迎 着 海 风 ，

跟着节奏挥舞双手，“我在微信
上得知这个活动后，特地带着
家人来体验，感觉夜晚的松兰
山更加多姿多彩！”

据景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为
丰富松兰山文化旅游产品，整合
旅游资源，打造特色旅游品牌，
松兰山旅游度假区联合阿拉的海
股份有限公司，将在暑期策划推
出电音趴、帐篷露营、篝火晚
会、烧烤、沙滩 KTV等一系列夜
游项目，进一步增添夏季海滨旅
游的多样性和趣味性。

沙滩配音乐、露营、篝火晚会

松兰山借力夜游丰富海滨旅游

图为演出现场。 （陈姿爽 摄）

本报讯（记者王岚 通讯员包
静琴 陈莹）晴热高温，街头绿地
公园植物也喊“渴”，但平日里的浇
水方式显然不适用于高温天。笔者
近日从城管园林部门了解到，要让
花草树木安然度夏，给植物浇水得
避开热值高峰时间段。

据介绍，夏季中午土壤的温度
高，与水温相差较大，如果此时给
绿植浇水会使土温骤然降低，植物
根部受低温刺激，影响水分的正常
吸收，导致植物蔫萎，因此夏季浇
水也得错峰。如鄞州区城管园林中
心，避开上午10时至下午3时的高
温蒸发时段，以及道路交通拥堵的
高峰时段，实行早、晚时段浇水。第
一班为夜间6时至12时，第二班为
早晨 5 时至 7 时，每一班安排 1 辆
专业绿化洒水车和 5台水泵浇水。
据统计，高温期间，鄞州老城区内
的主要路段绿化带一天共需浇水
200吨。

张师傅是鄞州园林中心的一
名园林养护工人。多年的绿化养护

工作，让张师傅有了“一箩筐”的绿
植养护小技巧，“每个地方的土壤
质地、绿化养护情况是有差别的，
辖区某些道路的绿带，在这种高温
天，得来回浇灌两三遍。”他举例
说，姚隘路属于沙质土，水分流失
较快，就得多浇几次水，将土壤浇
透。

东部新城是正在崛起的城市
新中心，该区域的绿化作为城市形
象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更为精细
的呵护。为此，鄞州园林中心近日
组织对江澄北路、民安路、昌乐路、
盛莫路、河清路等道路的绿化、草
花进行夜间灌溉浇水，共出动 2辆
专业绿化洒水车和 6名工勤人员，
灌溉江澄路隧道、宁穿路隧道、市
政府 2 号门花镜花箱共 113 个，灌
溉花坛面积 1200 多平方米，总灌
溉绿化面积约6万平方米。

夏季高温湿热，苗木还易引
发病虫害。这段时间以来，各地
园林管理部门还开展了树木修剪
枝干、打药除虫工作。

盛夏绿植“喝水”要避热值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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