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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脚板走一线
小分队破难题

本报讯（记者杨绪忠 通讯
员吴培均） 昨天，住建部发布通
知，将第二批中国特色小镇名单
予以公布。浙江省共有 15 个小
镇入选，其中我市有江北慈城
镇、宁海西店镇和余姚梁弄镇三
个小镇入选。

据悉，为做好第二批全国特
色小镇推荐工作，住建部在各地
择优推荐的基础上，于近期经现
场答辩、专家审查，将 276个镇
认定为第二批全国特色小镇。对
于符合条件的特色小镇建设项

目，国家发改委等有关部门将支持
其申请专项建设基金，中央财政会
对工作开展较好的特色小镇给予适
当奖励。

2016年 1月，我市出台了加快
特色小镇规划建设的实施意见。意
见明确提出，到 2018 年，宁波要
力争建成省、市、区县 （市） 三级
特色小镇 100个，其中，省级特色
小镇 20 个左右，市级特色小镇 35
个 ， 区 县 （市） 级 特 色 小 镇 45
个；省、市两级特色小镇 3年完成
总投资2000亿元以上。

住建部公布第二批中国特色小镇名单

慈城西店梁弄三镇入选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虞南） 自出梅以来，甬城一直
处于“发烧”状态，蝉鸣叫嚣，暑气
灼人。截至昨天，7 月宁波出现
35℃以上高温日数为 20 天。从 7
月18日至27日，市气象台已经连
发10天高温橙色预警。

随着最新台风的生成，甬城
持续高温有望得到缓解。根据中央
气象台预报，今年第 9号台风“纳
沙”昨日 14时位于距离台湾省台
东市东南方向840公里的海面上，
就是北纬18.2度、东经127.6度，中
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23米/秒，
强热带风暴级），预计“纳沙”强度
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台风级或强

台风级，并将于 30 日以台风级强
度登陆或擦过台湾南部，31 日夜
间以强热带风暴级强度登陆福建中
南部到广东东部一带沿海。

气象专家分析，尽管目前来看
台风对宁波没有直接影响，但随着
海上台风的逼近，长期盘踞在华东
地区的副热带高压会逐步减弱，高
温范围和强度将有所缓解，降水天
气增多。

根据市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
晴到多云，高温有所缓和，最高气
温从 38℃降至 36℃左右，但仍在
高温线之上。30 日后，我市阵雨
或雷雨天气将逐渐增多，届时高温
有望得到缓解。

“纳沙”31日或将登陆闽粤沿海

周日起甬城高温有望缓解

本报讯（记者龚哲明 通讯
员夏方文） 标准化、精细化、品
质化的城市管理是“名城名都”
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近日，民
进市委会组织民进界别政协委
员、参政议政骨干一行，应对口
联系单位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邀
请，开展都市品质提升工程重点
课题调研，为城市品质提升建好
言、献好策，助力“名城名都”

建设。
近日，日湖公园景观提升工程

已经顺利完工。民进市委会调研组
来到日湖公园，实地调研考察公园
景观提升改造工程开展情况。随后
又查看了城市沿途主干道绿化、临
街河道、公共厕所、公共停车场

（位）、城市家具等设施配置、景观
建设与养护管理的进展情况，并进
行了座谈交流。

民进市委会调研
都市品质提升工程

本报讯 （蔡怀书 吴向正）
昨日，一位 90 岁老人署名“学
茶哥”，向市慈善总会捐款 90万
元，以建立“中华茶子慈善基
金”，其中 30万元用于镇（乡）敬
老院，其余用于各项慈善救助。这
是笔者从市慈善总会获悉的。

据了解，10 年前，这位老人
过八十大寿，他将晚辈给他的 20
万元都捐给了慈善事业。今年老人
过九十大寿，晚辈们又要给他办一
场热热闹闹的寿宴。老人对晚辈们
说：“你们的孝心我领了，但现在
有些人连温饱生活也还没过上，如
果你们真的关心我、孝顺我、报答
我，就把做寿款用到更需要帮助的
人和地方去。今年适逢建军 90 周
年、我们党还将召开十九大，你们
就捐 90 万元向建军节和十九大献
礼吧，这就是对我最好的祝寿。”

后来，老人省下 90 万元做寿
款，把它捐给了市慈善总会。

90岁做寿
老人匿名捐款90万元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电商
创业孵化基地内，90 后创业青
年激情澎湃；在建设工地现场，
工程车来回穿梭，建设者在高温
下奋战……走进宁波前洋E商小
镇，到处都是忙碌的身影，澎湃
激情扑面而来。

宁波前洋E商小镇选址宁波
电商经济创新园区核心区内，比
邻沈海高速宁波北出口，东至广
元路，南临北环高架，西至绕城
高速，北至长阳路，总面积约
2.9 平 方 公 里 ， 规 划 形 成 “ 一
心、两轴、六片区”的格局。在
开园 21 个月的探索和实践中，
小镇谋划打造十大百亿级产业互
联网集群，推动现代服务业集聚
发展，促进宁波地区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如今，一个产业“特而
强”、形态“小而美”、功能“聚而
合”、文化“特而浓”的“电商小
镇”正悄然崛起。

“小镇区域是宁波电商经济创
新园区目前开发建设的主战场。我
们在聚焦产业特色、塑造小镇形
态、整合小镇功能、培育小镇文化
等方面扬优势、查短板、补漏洞，
努力建成经济规模大、创新活力
强、开放程度高、要素配置优、综
合环境佳并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力
的电商经济创新园区。”宁波电商
经济创新园区有关负责人介绍。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6月，园
区已集聚各类企业 4373 家，注册
资金近 350 亿元；财政收入突破 8
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超 40
亿元，电子商务交易额突破 1000
亿 元 ； 实 现 外 贸 进 出 口 额 13 亿
元，跨境电商交易额11亿元。

社 会 监 督 电 话 ： 0574-
81832401（正常工作时间受理）

宁波前洋E商小镇抢抓项目快速推进

“电商小镇”悄然崛起

本报讯（记者杨绪忠 通讯员
邵顺杰 实习生叶瑜鑫） 东部新城
银泰城商业综合体于今日正式投
用，从而使宁波“大东部”首个核
心商圈初具雏形，预计综合体所有
项目将于今年年底前全部建成。

银泰城商业综合体是全市“浙
商回归”重点项目之一，位于福庆
路以西、河清路以东、中山路以
南、百丈路以北。该项目由银泰集

团投资 55 亿元建设，总建筑面积
达 40.46 万平方米，由商业体验
区、高尚居住区、高端办公区、滨
河生态区四大板块组成。其中银泰
城 自 持 商 业 建 筑 面 积 16 万 平 方
米，近 360家品牌商入驻。此次开
业的商业体部分将以“名品折扣、
娱乐休闲、时尚餐饮”为三大主业
态，集购物、休闲、娱乐、餐饮、
商贸于一体。进入商业综合体的

MELAND 儿童体验、蒙特梭利、
博纳影院、星际传奇、英派斯健身
等五大主力店，将为市民提供全方
位消费体验需求。

自2014年开工以来，截至6月
底，银泰城项目累计完成投资53.7
亿元，除顺利开业的商业综合体之
外，所属住宅项目已交付一期、即
将交付二期，其余的办公项目、滨
河生态项目也正在加紧施工，预计

综合体所有项目将在今年年底前陆
续建成。

“作为宁波‘大东部’的首个
核心商圈和中山路上的城市新地
标，东部新城银泰城将努力创新商
业模式，创造更好的消费体验，与
市区其他商圈开展错位竞争，为东
部新城集聚人气，引领未来宁波商
业转型升级。”东部新城建设指挥
部负责人表示。

东部新城首个核心商圈初具雏形
“浙商回归”重大项目银泰城商业综合体今投用

本报讯（记者王博 通讯员
王朝武 牟家金） 解放军第 113
医院军医团队近日来到宁海县岔
路镇中心卫生院举行义诊活动，
用别样的方式庆祝建军90周年。

“ 来 啦 ， 来 啦 ， 医 生 来 啦
……”上午 9时，车刚开进卫生
院，等候多时的群众便不约而同

起身，到诊室前排起长队。来自
骨科、放射科、普外科、妇产科
及泌尿外科的军医们顾不上休
息，马上投入义诊中。

“大爷，您别担心，这是肌
肉拉伤，没有伤到骨头，休养一
段时间就好了……”骨科医生李
纯志成了“香饽饽”，看片子、

问病情、开单子，忙得不可开交。
隔壁诊室，泌尿科医生刘星明正在
为一位退伍老兵诊疗，一边仔细查
看老兵提供的 CT 片，一边询问病
情。刘星明说：“老班长，您肾脏
里长了结石，需手术治疗，不然以
后会影响生活。我把电话留给您，
有任何不适随时联系我。”

一传十，十传百。军医们来义
诊的消息很快传遍小镇，不仅本镇
的村民、军属和退伍军人来了，隔
壁镇的村民也来了。

据悉，此次义诊持续了 4个小
时，共服务群众 200多人次。活动
当日，113 医院还与岔路镇中心卫
生院签订了“结对帮带”协议。今
后，113 医院将定期派军医到岔路
镇卫生院进行技术指导，一对一帮
带，面对面授技；同时，接收卫生
院的医护人员到 113 医院进修学
习，帮他们提高常见病和多发病的
诊治能力。

113医院军医进村来义诊

本报讯（记者龚哲明 通讯员
张旦旦 实习生陈含章） 昨日下
午，共青团宁波市第十八次代表大
会闭幕式上，经选举产生的新一届
团市委领导班子集体亮相。与以往
不同的是，团的领导班子结构有所
调整，首次选配了 1 名挂职和 3 名
兼职副书记。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

“新鲜血液”，有望增强新班子活
力，更好地为青年服务。

这 “1 挂 3 兼 ” 副 书 记 分 别
是：挂职副书记、曾获全国优秀共
青团干部的宁波大学团委书记张义
廉，兼职副书记、曾获 2016 年国
家技术发明二等奖的宁波工程学院
安全工程学院执行院长仇丹，兼职

副书记、宁海县越溪乡党委书记张
巍，兼职副书记、曾获全国优秀共
青团员的宁波北仑国际集装箱码头
有限公司工程部高级技术员李圭
昊。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是 80
后，来自各行各业的基层一线，熟
悉各领域青年情况。

这样配置新一届团市委领导班
子，对照党中央的群团会议精神和

《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 要求，去
“四化”（机关化、行政化、贵族
化、娱乐化）、强“三性”（政治
性、先进性、群众性） 的改革意味
十分明显，体现了共青团“凝聚青

年、服务大局、当好桥梁、从严治
团”的工作格局。就像挂职副书记
张义廉所言：“宁波正在用自己的
行动把共青团改革演奏成宁波交响
曲的重要音符，使团市委‘机关’
色彩变淡、‘家园’味道变浓。”

挂职兼职副书记们对今后做好
青年工作信心满满。兼职副书记张
巍年纪不大，却已经有较长的基层
工作经历。他说：“作为一名在乡
镇工作的基层青年代表，一定及时
将基层青年的所思所想、所急所需
与共青团工作结合起来，凝聚起建
设‘名城名都’青春力量。”高校
是青年集聚的场所，兼职副书记仇
丹对从行业专家化身青年工作行家
充满信心，已经谋划着如何做好凝
聚青年、引领青年、服务青年等工
作了。兼职副书记李圭昊，这位青
年技术员中的“精英”表示，一定
联系团结一线青年工人，做他们发
展路上的“服务员”。

增强班子活力 更好服务青年

团市委首设挂职兼职副书记

本报讯 （通讯员王杰华 廖
鑫 记者杨绪忠） 昨天，笔者从中
山 路 综 合 整 治 工 作 指 挥 部 了 解
到，中山路建筑景观照明提升工
程本周全面启动，百余名建设者
正挥汗如雨，奋战在沿线 180 多
个建设点。

据悉，中山路景观照明提升工
程西起机场快速干道，东至世纪大

道，横跨海曙、鄞州两区，涉及中
山路沿线两侧 180余幢建筑，计划
在 9 月底前基本完成调试、亮灯。
整个照明提升工程将以中山路与三
江六岸的交汇处为中心，向东西两
边辐射延伸，并以机场路、望京
路、解放路、江东北路、中兴路和
世纪大道六大路口为界，分五段主
题区域呈现不同亮化，重点突出天

一广场、东门口等核心商业街区夜
景灯光效果。

“本工程沿线所有亮化点的照
明设施采用高光效、低耗电的高
品质 LED 灯具。相比中山路原有
灯光设施，能耗仅为三成。”中山
路综合整治工作指挥部相关负责
人介绍，为把施工对沿线居民、
商户、行人的影响降到最低，指

挥部近期安排专人组织建设、设
计、施工单位与中山路沿线建筑大
楼的业主进行了对接，倾听业主意
见，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并根据施
工现场实际情况做好相应施工预
案。

据悉，每幢楼的亮化工期为
10天至25天。

（相关报道见A4版）

中山路夜景将被扮靓
景观照明提升工程9月底完工，涉及沿线180多个建设点

◀鄞州福明家园社区近日组织“妈妈拥军团”，带着
西瓜、饮料等消暑用品，看望慰问坚持在灭火救援一线的
鄞州消防大队江东中队消防官兵。图为“妈妈”们正在帮
助官兵缝补衣服。 （徐能 樊芸菠 摄）

▲前日上午，在建军 90 周年来临之际，海曙区鼓楼
街道拥军小分队一行来到宁波军分区某部，送上篮球服、
饮料、毛巾、洗涤用品等慰问品，向子弟兵致以节日的问
候和崇高的敬意。 （刘波 忻之承 摄）

拥军情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