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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宁波体育嘉年华将于
10 月 1 日 - 2 日 在 文 化 广 场 举
行，目前志愿者招募活动正在如
火如荼进行中，同时甬城体育达
人征集工作也正式启动。

为了办好今年的体育嘉年华
活动，主办方以“全民健身、全
民参与”为宗旨，现在全社会招
募 2017 宁 波 体 育 嘉 年 华 志 愿
者，目的是充分提高此次嘉年华
的群众参与度和普及率，为活动
的圆满进行提供人力资源的保

障。志愿者年龄必须是在 20 到 50
岁之间，身体健康，热爱体育运
动，热心公益事业。

同时，为了提高活动质量，丰
富活动内容，组委会面向全社会征
集宁波的体育达人及节目，要求如
下：体育达人可单人报名或组合报
名，无年龄和性别限制，但需要身
体健康。报名者需留下姓名 （组合
请留下组合名和成员姓名）、年
龄、性别、居住地、参赛节目名
称、联系电话等有效信息，并提供

一张选手表演照或生活照一张。
报名方式一：关注微信公众号

“宁波微互动”，发送“志愿者”或
“达人日报”+联系电话+姓名。报名
方式二：输入中国宁波网 http://hd.
pub.cnnb.com/zt2017/2017nbsport/
index.shtml，进入报名区报名。

这二项活动报名时间从即日起

到下周一止，
凡 是 选 中 的
志 愿 者 和 体
育达人，组委
会 会 有 专 人
进 行 联 系 确
认。
（倪建飞）

2017宁波体育嘉年华志愿者招募活动火热进行

征集甬城体育达人现场助阵

今年 11月，第六届墨西哥中
国投资贸易交流会暨墨西哥中国
商品博览会，将在墨西哥城商业
银行展览中心开幕。这里不仅是

“中国制造”的展示舞台，也是“中
国制造”的新机遇。

亮点一：新增文具礼
品及家居用品主题馆

本次展会由墨西哥最有实力
的华人商会墨西哥中华企业协会
主办，从 2012年至今已经成功举
办了五届，得到了中国驻墨西哥
大使馆、墨西哥经济部、墨西哥杜
兰戈州、墨联邦电力委员会及国
内各省市商务主管部门等单位的
大力支持。

据组委会有关负责人介绍，
本届展会在综合展的基础上另设
了一个文具礼品及家居用品的主
题馆。目前已报名参加展会的企
业除来自宁波以外，还有来自金
华、湖州、温州，江苏、广州等地的
企业。晶辉光电、赛尔国贸、青华
科教、达升物流等企业可以说是
展会的常客了。

亮点二：打响中国制
造知名度

达升物流是展会的忠实粉丝
了，目前它在国内有 20多个分支
机构，在海外也有 300多家代理，
提供从中国各口岸进出口至全球
各地的海运、空运及多式联运服
务。据达升物流一位负责人介绍，
由于国内生产文具、办公用品技

术薄弱，加之中国制造的文具、办
公、礼品、家居用品价廉物美，墨西
哥人一向青睐“中国制造”。因此从
中国采购的办公文具、汽配件等产
品较多。而随着电商发展的如火如
荼，本届展会上，达升物流将把电商
平台“海空网”推向墨西哥市场，为
当地中小企业的在线交易提供更多
便利。

宁波和强投资公司已连续参加
四届展会，相关负责人认为墨西哥
是新兴市场，发现车载冰箱、面包
机、电水壶等小家电特别受当地消
费者的欢迎，展会为中国制造企业

“走出去”搭建了一个好平台。

亮点三：参展商福利多多
为促进中墨双方展商能正常沟

通，展会现场贴心提供公共的西班牙
语翻译，每个前来参加的展商至少有
10个专业客户对接，展会可以协助展
商在墨西哥市场推广及寻找代理商、
组织展商考察墨西哥相关市场。

据了解，中国是墨西哥第二大贸
易合作伙伴，墨西哥也是中国在拉美
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第六届墨西哥中
国投资贸易交易会的开展，能发展并
扩大双边的贸易合作机制。中国相关
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墨西哥的产业结
构、市场需求，进一步开拓墨西哥市
场，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

展会期间，主办方除了安排相
同类型的中外企业进行现场的对
接，还安排有展商晚宴、礼物派送、
线上平台推广等。展会后期，也安排
有当地市场的考察项目。目前，主办
方向企业发出邀请函，联系方式是：
15168582261 （王颖）

展现“中国制造”之美
墨西哥中国投资贸易交易会持续招商

继去年本报举行第一届宁波一
流国际高中系列讲座后，受到了众
多家长的关注。他们开始认识和了
解国际高中及国际教育与国内传统
教育的区别，并通过结合孩子的性格
及未来就业等，将入读国际高中作为
孩子教育规划的重要选择之一。在
IB/AP/A-level 的教育体系内的孩
子，除了抓紧课堂上的学分还要积极
参与课堂外的背景提升项目，两方面
成绩无一不影响着最终的升学结果。
于是，让每一个孩子申请到更适合自
己的国外大学、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
发光发热成了每一所国际学校教育
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今年9月，本报邀请到来自沪甬
两地部分国际课程中心升学指导主
任们，为广大家长及学生分享“不同
教学体系下，校方如何规划学生的高
中三年”。在本次分享会期间，各校方
主任将从教学体制、教学课程、学校
资源、升学指导等多方面进行深度分
享，帮助有意向国际高中或已经步入
国际高中的家长及学生更全面及深
刻的认识国际教育，并找到更适合自
己的升学之路，成就卓越升学结果。

这些学校将亮想：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外国语

学校 美国高中课程（美高+AP）由
以美国著名教育家 Harry Chaucer

博士为首的中美教育专门为中国学
生设计的,课程建立在美国国家核
心课程标准和美国大学理事会毕业
要求基础上，融入中国语文、历史、
地理、政治等中方传统核心课程，另
加美国名校（杜克大学、康奈尔大
学、加州伯克利大学）衔接课程。

镇海中学剑桥国际部 采取全
外教、全英文的教学方式，既有镇海
中学严谨的教育管理，又有剑桥国际
课程的科学体系。学生通过三年的学
习，参加剑桥大学国际考试委员会的
全球统考。考试合格者获得剑桥大学
国际考试委员会颁发的剑桥国际高
中证书。学生亦可参加浙江省普通高
中学业水平考试。

宁波效实中学IBDP课程实验
班 秉承“国际化的教学融入本土化
的教育”，IBDP国际课程实验班纳入
效实中学统一管理。实验班采用小班
制授课，外籍学术校长负责教学管
理，制定教学计划，实施教学质量管
理。结合中西方基础教育的优势，为
优秀学生提供优质的国际教育资源。

宁波外国语学校中美合作国际
高中课程 学校引进提供广受美国
大学认可的AP课程、对名校入学申
请有重要影响的 SAT 和 TOEFL 预
备课程、美国名校申请指导课程，培
养提高学生获得全球高等教育所需
要的素质，提高学生申请美国名校的

综合竞争力，为优秀的高中学生提供
优质的国际教育资源，开启通往世界
一流大学的快捷通道。

宁波赫威斯肯特学校 肯特学
校是宁波镇海中学与美国密苏里州
巴斯图学校、加拿大肯特学校合作创
办，由恒威集团独立投资建设的浙江
省第一所中外合作寄宿制普通高级
中学。学校将美国高中课程和中国传
统文化培育相结合，为学生提供了国

际视野和民族文化并行的课程体验。
宁波滨海国际合作学校 学校

国际部采用美国纽约州教育部课程
与毕业标准，开设 9 到 12 年级完整
的美国高中核心课程，并颁发美国
高中毕业文凭。学校于 2015年成为
美国大学理事会（College Board）
认证的 AP 学校，开设全面多样的
AP选修课程，为学生进入一流名校
奠定了学术基础。 （王颖）

感受成长 体会蜕变

本报第二届一流国际高中系列讲座开启

第一场
宁波效实中学 IBDP课程实

验班
9月24日（周日）14：00-16：00
分 享 内 容 ：1）IB 课 程 介 绍

2）IB 课程内，如何提高自主学习
及研究能力

分享人：效实中学 IBDP 课
程升学指导主任 王薇

第二场
宁波外国语学校AP国际部
10月14日（周六）14：00-15：00
分享主题：丰富院校资源成

就卓越升学结果
分享人：宁波外国语学校AP

国际部升学指导副主任 成小凤
宁波赫威斯肯特国际学校

10月14日（周六）15：00-16：00
第三场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外国
语学校美高课程部

10月21日（周六）14：00-15：00
宁波滨海国际合作学校
10月21日（周六）15：00-16：00

第四场
镇海中学剑桥国际部
10月28日（周六）14：00-15：00
宁波华茂国际学校
10月28日（周六）15：00-16：00
活动地点：
宁波新世界城市展厅（中山东

路与江东北路交汇处，江厦桥口）
讲座报名热线：87711389、

18858040655、15168582261

讲座主题 往届展会一景。 （邓红英 摄）

为保障轨道 4号线丽江路站的顺利施工，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的有关规定，对丽江
东、西路及周边道路交通组织进行调整，具体措施如下：

一、自 2017 年 9 月 19 日起，取消保通云飞路(康庄南路
一康桥南路)由西向东的单行交通管制。

二、自2017年9月19日起，对康庄南路一丽江东西路交
叉口进行封闭施工，并隔断东西向交通。受限机动车可绕行
云飞路、环城北路、北环西路等；非机动车、行人可借用路口
东西向临时道路进行通行。

三、受轨道交通建设影响，康庄南路丽江东路口实行路口
封闭施工，为保证公交线路正常运营，在原康庄南路改道的方
案基础上，拟对3路、306路、345路、819路、399路、806路、803
路、微3共8条公交线路实行临时改道运营，具体方案如下：

(一)3路往书香景苑方向单向临时改道运营
1、改道走向：公交天水家园站始发后往北单向改走康庄

南路、云飞路、宝庆路、丽江西路、康庄南路后恢复原线运营。
2、撤销原云飞路、丽江东路85弄、丽江东路走向。
3、单向增设宝庆讲寺(北往南)站。
(二)306路双向临时改道运营
1、改道走向：云飞路后双向直行走云飞路、康桥南路后

恢复原线运营。

2、双向临时撤销宝庆路、丽江西路、丽江东路(原改道走
向)走向及宝庆讲寺、天成家园(东往西)、天水家园北、湾头
大桥北站。

3、双向临时增设水尚阑珊、云飞路康庄南路口(东往西)
站，恢复康桥南路丽江东路口(北往南)站。

(三)345路往庄桥西卫桥方向单向临时改道运营
1、改道走向：康庄南路丽江东路口后直行康庄南路、北

环西路后恢复原线运营。
2、撤销丽江东路、康桥南路走向及湾头大桥北(西往

东)、水尚阑珊(南往北)站。
3、单向恢复康庄南路北环西路口(南往北)站。
(四)819路往公交天水家园站方向单向临时改道运营
1、改道走向：湾头大桥后改走康桥南路、云飞路、宝庆

路、丽江西路、康庄南路后进入公交天水家园站。
2、单向撤销丽江东路走向及湾头大桥北(东往西)站。
3、单向增设水尚阑珊(南往北)、宝庆讲寺(北往南)站。
(五)399路、806路双向临时改道运营
1、改道走向：康桥南路后双向改走云飞路后恢复原线

运营。
2、双向撤销部分康桥南路、丽江东路、宝庆路走向及水

尚阑珊、湾头大桥北、天水家园北、宝庆讲寺站。

3、单向增设云飞路康庄南路口(东往西)站。
(六)803路双向临时改道运营
1、改道走向：丽江东路康桥南路口后双向改走康桥南路、云

飞路后恢复原线运营。
2、双向撤销部分丽江东路、丽江西路、宝庆路走向及湾头大

桥北、天水家园北、宝庆讲寺站。
3、双向增设水尚阑珊、云飞路康庄南路口(东往西)站。
(七)微循环3临时改道运营
1、改道后单向线路走向：长岛花园西侧道路、丽江东路、湾头

大桥、大闸北路、环城北路、育才路、范江岸路、翠柏路、环城北路、
大闸北路、湾头大桥、康桥南路、丽江东路、长岛花园西侧道路。

2、改道后单向停靠站点：湾头大桥南、运河桥、宁波教育学
院、宁波电大、范江岸路育才路口、繁景花园、翠柏西巷、环城北
路双东路口、宁波教育学院、运河桥、大闸路、湾头大桥南。

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配合现场交通管
理人员指挥，遵照现场交通标识指示，安全通行。

特此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宁波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指挥部
宁波市公共交通客运管理局

2017年9月11日

关于轨道4号线丽江路站施工期间交通组织调整的公告 (2017年第62号)

为切实做好公路货运车辆超限超载综合治理工
作，保障公路安全畅通，遏制公路超限运输行为，根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 2016
年第62号） 以及《宁波市公路超限运输管理办法》（市
政府令第232号） 等法律法规规章的有关规定，现将江
拔线等公路投入使用的治超电子检测设备设置点位公
告如下：

1、江拔线S309 K22+700（双向）
2、沿海中线X814 K44+100（北仑方向）
3、沿海中线X814 K45+100（下陈、莼湖方向）
4、横张线X307 K13+700（双向）
特此公告

宁波市奉化区公路管理段
2017年9月12日

关 于 江 拔 线 等 公 路 治 超
电子检测设备设置点位的公告

扫宁波日报微互
动报名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