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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龚哲明） 市委
办、市府办昨日发出紧急通知，要
求各地各部门紧紧围绕“不死人、
少伤人、少损失”的目标，把防御
台风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头等大
事，严阵以待，克服麻痹思想和经
验主义，不遗漏、不疏忽、不懈
怠，确保各项措施落实落细落到
位，各项工作做深做透做到位，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决夺
取防台工作全面胜利。

通知指出，今年第 18 号台风
“泰利”正逐渐向浙江沿海靠近，
强度继续加强，最大可能在9月14
日 夜 里 至 15 日 紧 擦 浙 江 沿 海 北
上，将给我市带来强风暴雨。各级
各部门要科学应对，严密防范，坚
决确保防台措施全面到位。要坚持
问题导向，强化底线思维，始终把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
位，立足防大风、防大雨、防大
灾，重点防、有序防、科学防，以
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以万全之
策确保万无一失，抓好各项措施落
实到位，重点是加强预测预报预
警，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做好海上
防风工作，抓好海塘、水库山塘的
安全监管和科学调度，抓好应急抢
险准备和防台宣传。

通知强调，防台工作责任重于
天。各地各部门要做到责任层层落
实、层层压实，一抓到底、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市防指要加强统一
指挥、部署，严肃纪律，确保防台
防汛指令畅通，各级各部门要服从
指挥，不允许各行其是、自作主
张。各级领导干部要迅速进岗到
位、靠前指挥，切实做到严格要
求、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各级防
指成员单位要严格落实责任各司其
职，协调配合，协同作战。各级各
类防汛防台责任人要严守职责，把
防台抗灾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对
因玩忽职守、责任不落实、工作不
到位而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严肃查
处，依法追究责任。

市委办市府办发出紧急通知

全力做好台风“泰利”防御工作

昨天上午，国网宁波供电公司
突击小分队正在准备各项应急物
资。

（徐能 王幕宾 摄）
备足物资

昨日，海曙区南门街道对街道自
制防汛救灾“制式装备”——“便民桥”
进行整理，为应对“泰利”的到来做好
准备。 （刘波 牛虹懿 摄）

自制“便民桥”

本报讯 （记者张昊） 近日
来，万亚伟、褚银良等分别赴海
曙区、江北区、北仑区等地开展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检查指导，要
求各级政府及部门一定要深化认
识强担当、对照标准促整改、精
益求精抓细节、全面发动聚合
力，以决战决胜的信念和勇气打
赢争创全国文明城市“五连冠”
攻坚战。

9 月 6 日下午和 10 日上午，
万亚伟分别查看了天一广场、欧
尚超市、关爱小区、长乐村、大
红鹰学院、洪塘兴都菜场、洪塘
街道公共行政服务中心、广厦怡
庭社区、丰汇城工地、江北万达
广场、日湖公园、五号空间等文
明城市创建重点场所，并对中山
路、翠柏路、西湾路、乡城大
道、新园路、通途路、环城北
路、洪都路等路段车辆停放、公
益宣传、环境卫生情况进行了检
查。万亚伟说，各级政府及部门

要深入贯彻落实全市争创全国文明
城市“五连冠”动员大会精神，深
入开展“六项整治提升行动”，着
力推动车辆乱停放、公益宣传不到
位、老小区物业管理水平不高等重
难点问题的解决，加大高校、商贸
市场和商业广场等单位和场所的创
建力度，为广大市民学习工作生活
提供良好环境，不断巩固提升文明
城市创建成果。

12 日上午，褚银良先后来到
中河路地铁站、牡丹社区、海晨公
园、星阳菜场和北仑区行政服务中
心进行检查，要求进一步明确职责
任务，抓好整改提高，加强督促检
查，强化协同配合，让广大市民在
创建中实实在在地增强获得感、幸
福感。

目前，市争创全国文明城市
“五连冠”的“生活环境”“生态环
境”“社会环境”等 8 个专业组也
已分别召开工作会议，并展开专项
督察。

市领导检查指导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张土良） 昨天上午，市教育局
与赛尔集团签订项目协议书，标
志着“赛尔高校国际及港澳台学
生文化交流公益项目”正式启
动。张明华为首发团授旗。

赛尔集团在未来三年将每年
出资 100万元，开展“赛尔高校
国际及港澳台学生文化交流公益
项目”，资助宁波高校的优秀国
际及港澳台学生走出宁波看中
国，深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了
解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重大成
果。

启动仪式上，首发团代表宁

波大学国际学生斯莫罗达·佛拉迪
斯拉夫从张明华手中接过团旗。由
宁波大学、宁波工程学院 35 名国
际及港澳台学生组成的首发团，将
于近期前往西安参加四天三夜的文
化之旅。

根据协议，未来三年市教育局
和赛尔集团每年将安排 8个文化交
流项目，每个项目由宁波两所高校
的国际及港澳台学生组成，每年将
有近 300 名学生参与项目。目前，
在甬高校每年有来自全球 110个国
家和地区的近 5000 名国际及港澳
台学生，其中来自“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国际学生占60%左右。

赛尔高校国际及港澳台学生
文化交流公益项目启动

本报讯（记者龚哲明 通讯
员黄海燕） 昨日上午，民进市委
会应邀与市交通委联合开展“绿
色港口建设”专题调研。

调研组一行自镇海码头出
发，乘坐执法艇沿线考察了镇
海炼化原油码头、北仑第二集
装箱码头、北仑国际集装箱码
头、台塑化工码头、进港航道
等一批宁波绿色港口建设进程
中的重点港航项目。在靠泊大
榭码头后，调研组实地走访了
按照国际卫生港、五星级美丽
码头标准建设的大榭招商国际
码头有限公司及其港口生产建

设情况。
港口建设是宁波“建设国际港

口名城、打造东方文明之都”的重
要环节。民进市委会一直关注于
此，并在市政协十五届一次会议上
提出集体提案《让绿色港口成为宁
波国际港口名城建设的基本底色的
建议》，努力围绕“名城名都”建
设的关键领域、重要问题提出切实
可行的建议。通过此次调研，民进
市委会对绿色港口建设取得的成绩
和存在问题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并
重点围绕如何推动绿色港口立法工
作进程，与市交通委进行了深入探
讨。

民进市委会开展
“绿色港口建设”专题调研

本报讯 （记者沈孙晖 象山
记者站俞莉 陈光曙） 针对台风

“泰利”的发展态势，象山前天
开始做好海上作业人员转移、游
客 撤 离 工 作 。 截 至 昨 天 下 午 4
时，全县沿海、涉水景区全部关
闭。全县应转移船只 1422 艘 （另
有 2552 艘渔船休渔期在港避风）

全部回港避风，全县在产 26 家船
舶加工企业全部落实防台加固措
施。

记者昨天从象山县开渔节组委
会获悉，出于安全考虑，原定于今
天下午、晚上举行的祭海仪式暨渔
区民俗文化展演、开渔 20 年烟火
大会，予以取消。

象山：取消今天相关仪式活动

本报讯（记者项一嵚 奉化记
者站严世君） 昨天上午，记者在奉
化区滕头风景区看到，村干部们正
带头拆除灯光秀活动中遗留下的灯
带，并加固景区内标牌和部分建
筑。在溪口雪窦山风景区，工作人
员对山上山下的重点区域进行同步
巡查，实行全员24小时值班。

在沿海的莼湖镇，每位船老大

都接到了防台通知。松岙镇实行每
小时一报的库情雨情报告机制，80
艘海上作业小船人员全部上岸。奉
化区三防指挥办督促全区沿海旅游
景区、海岛旅游、户外游乐设施和
涉水旅游项目及时关闭。目前，全
区250个山塘水库已落实24小时专
人监控，77 支抢险救灾队伍部署
到位。

奉化：山海库区严阵以待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北仑记
者站金旭孟 支鸣飞） 北仑区各街
道各部门昨日深入民房、企业、港
口码头开展排查巡查工作，全面排
查台风安全隐患。

昨天早上，青峙化工园区工作
人员对逸盛石化、科元塑胶、青峙
化工码头等重点危化企业和建设工
地进行排查。北仑区国土资源分局

启动地质灾害 IV 级响应，明确巡
查区域、巡查内容、信息报送、值
班制度等，工作人员迅速到岗到
位，落实排查工作。基层国土所会
同属地街道对北仑全区 11 处地质
灾害隐患点、1处地质灾害治理工
程 和 4 处 废 弃 矿 山 进 行 认 真 排
查，累计开展巡查、检查 11 组 24
人次。

北仑：全面排查安全隐患

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员
周瑾 董石姚） 为应对台风恶劣天
气，公安交警部门昨日启动恶劣天
气道路交通管理工作预案，积极开
展防台抗台工作。

据悉，为应对台风期间可能出
现的各种突发情况，我市交警提前
组织落实抢险救灾应急救援力量、
救援设备、装备器材、自身防护物
品及其他抢险救灾物资的储备，确
保一旦出现险情，就能迅速赶赴现
场。

同时，交警部门加强了对道路
交通的管控力度。对危险路段、易
漫水路桥、易积水和塌方路段开展
隐患排查，对短时间内不能完成治
理的设置警示标志，对不具备安全
通行条件的采取限制通行的措施，
全力确保台风期间的道路交通管理
安全和顺畅。

此外，交警部门根据往年经验
提前列出了可能出现积水的路段，
供早高峰出行市民参考。

鄞州区往年易积水路段有：麦
德龙高速立交桥下、宋诏桥凤凰新
村立交桥下、环城南路芝南桥立交
桥下、文启路桥洞下、邱隘铁路
立交桥下、段梅线绕城高速下、
上王村绕城高速、龙三村绕城高
架下、鄞县大道沧海路路口东侧
立交桥下、诚信路上上城门口立
交桥下、福庆路环城南路立交桥

下、东吴生姜村高速桥洞下、东
吴西村同心桥下、姜山华山路桥
洞下、姜山 2 号桥桥洞下、姜山
奉先桥桥洞下、兴宁路 226 弄内
铁路涵洞、百宁街铁路桥涵洞、
沧海路星河辰光铁路桥涵洞、琴
桥桥洞下、黄鹂小区周边道路。
另外要注意的是道路施工路段，

如东环南路 （文卫路—环城南路）
周边，鄞县大道沧海路路口，中兴
路达升路口，中山东路中兴路路口
南侧等路段，容易发生拥堵。

海曙区往年易积水路段有：灵
桥路东恩中学桥洞、解放南路与开
明街交叉口、南苑街粮丰街口附
近、翠柏路后河巷附近、西湾路

（新芝路-文化路）、环城西路西门
加油站附近、中山西路十五中学
附近、柳汀街青少年宫、环城西
路达民学校、长春路马衙街、环
通岗、新典路粮丰街口附近、新
芝岗东口、中山西路铁路立交桥
下、新芝路 （通途路以北）、苗圃
路 （永 归 路 -马 园 路）、 机 场 路

（新星路以北）、三板桥 （长春路以
东）。

江北区往年易积水路段有：清
河路锦绣江花门口、通途路清河路
口、清河路清湖路口北段、清西岗
往东、范江岸翠柏路口、范江岸
路、翠柏路、环城北路双东坊铁路
桥洞、环城北路大闸岗、环城北路
湖西路口往西、湖西路、江安路大
庆南路口、大闸南路江北区政府门
口、正大路、湖东路、大庆北路东
鹰花园门口、中官路东盛街口、中
官路 329国道口、常洪停车场到中
官岗的非机动车道、常洪隧道南往
北路林市场门口、风华路工程学院
门口、宁镇公路中通物流到宁大西
校区段、康庄南路公铁立交桥洞、
东邵公铁立交、丽江西路、天合南
路、万达公寓门口、康桥南路天水
家园门口、云飞路海外滩门口、洪
塘中路桥洞、洪塘西路桥洞、广元
路延伸段、机场路云飞路口南、洪
塘工业区全境、慈孝南路下穿、观
庄下穿、太平桥下穿。

交警部门启动恶劣天气道路交通管理工作预案

往年易积水路段请留意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员
胡章）“泰利”加强为强台风，逐
步靠近东南沿海。昨天，市防指再
次召集气象、海洋、水文、水利等
部 门 分 析 会 商 第 18 号 台 风 “ 泰
利”发展趋势。

会商预测，受“泰利”影响，
我市可能出现 50 至 120 毫米降雨，
沿海地区及山区可能出现 100 至
200毫米降雨；沿海风暴增水80至
150 厘米，可能出现接近或略超蓝
色警戒线的高潮位；沿海将出现
2.5至3.5米的大浪，外部海域将出
现4至6米的巨浪到狂浪。

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全力以
赴防御台风“泰利”。从 9 月 11 日开
始，我市进行江河预排。截至昨天
17 时，已预排约 4300 万立方米，其
中姚江大闸预排1800万立方米。

截至昨天 17时，初步统计我市
已转移 9034人，主要是海塘内外养
殖人员和渔船回港避风人员。全市
现有渔业船舶 4839艘，其中已在港

渔船 4763艘；在台风影响区外的有
16艘；正在撤离中的有60艘。

全市共关闭涉海涉山旅游景
区、涉水旅游项目、户外游乐设施
场所 35 家，撤离游客和旅游从业
人员 2300 余人至安全地带；通过
旅行社劝退旅游团队 100余个，游
客 4500 余人。我市停航岳井至隔
洋塘、伍山至台宁、石浦至檀头

山、石浦至渔山、白峰至普陀山、
外峙渡、穿鼻渡和神马渡 8 条航
线，其余客运航线正常。市水利局
对区域内涉河建设项目，特别是在
建重点工程涉河建设情况进行全面
检查，对各类阻水障碍物责令责任
单位在台风来临前全部拆除。

市防指要求各地各部门突出重
点，继续做好防御工作，要突出做好

海上防台及沿海防大风，加强巡查监
测，防御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小流
域山洪及地质灾害，加强监测预警，
防范可能出现的沿海高潮位影响。

宁波海事局昨天发布防台警
报，9 月 13 日 16 时起宁波沿海水
域进入二级防台，如遇到水上险
情，请及时拨打全国统一水上遇险
求救电话12395。

我市全力以赴防御“泰利”
转移9034人，4763艘渔船回港，8条航线停航，
2300余名游客和旅游从业人员撤离至安全地带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员
虞南）“泰利”向东南沿海靠近。昨天
早上，市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警报。
昨天19时50分，市气象台发布台风
蓝色预警。

根据预报，今年第 18 号台风
“泰利”昨天 14时加强成为强台风，
18时其中心位于宁波东南方向 654

公里左右的洋面上，即东经 125.6
度、北纬 25.2 度，气压 955 百帕，近
中心最大风力 14级，预计“泰利”将
以 14 公里左右的时速向北偏西方
向移动，强度继续加强，最大可能于
今天夜里到明天沿浙江沿海北上转
向。

根据最新资料分析，受台风影

响，今明两天我市内陆地区风力将
逐渐增大到7至9级，沿海地区增强
到 9 至 11 级，沿海海面 11 至 13 级，
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可达 14
级以上。根据预报，今天白天我市多
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
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全市阴有中到
大雨，局部暴雨。

“泰利”将于今夜到明天在我省沿海北上转向

昨天上午，120 艘近海作业船
舶陆续驶入象山大目湾龙洞码头锚
地。

（夏雨 徐能 摄）
回港避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