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文化广场四周岁啦！当彩
云遇上圆月，当假日遇上庆生，当古
韵瓯乐的弹奏恰逢中秋之时，当活动
纷呈的周年庆撞击月圆之夜，除了史
上最长黄金周的到来，还将有哪些

“肆不可挡”的惊喜呢？

主题装置：若问金秋何处去，
何不广场踏月行

9月 28日-10月 8日期间，星光
大道上将有一个新奇的家伙，它似云
非云，说树又不是树。千余个可爱发
光体团簇而成的祥云玉树垂下无数
线带，轻轻拉动便可控制灯泡。当云
朵树全部被点亮时，散发出白色的光
芒，神秘又吸引眼球，浪漫又扑朔迷
离。

头顶云朵树，脚踏月生辉。周年
庆活动期间，万人广场将铺满七彩发
光装置，随着你的翩然落足变幻出不
同的颜色。

广场秋夜踏歌行，彩虹桥上升
明月。周年庆活动期间，站在彩虹桥
上，便能体验无需“危楼高百尺”即可

“手可摘星辰”的感觉。许多个梦幻绚
烂的球灯，组合成真假难辨的月亮，
可看可赏可拍照。

主题演出：若欲双耳听清音，
何不瓯乐丝竹鸣

它如空谷鸟鸣，婉转清脆；它如
山涧清泉，潺潺流淌；它如古寺钟声，
悠扬飘荡。越窑青瓷瓯乐，又名上林
青瓷瓯乐，它是用陶瓷土制成的乐器
和器皿进行音乐演奏，并以“越瓯”为

主奏乐器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传承
唐宋青瓷瓯乐，展示千年越窑古韵，
使更多的世人领略到上林青瓷文化
的辉煌与灿烂。10月2日19:00，周年
庆之青瓷瓯乐视听专场将这些大自
然的天籁之音化作音律尽情在你耳
边释放。

中秋明月不眠夜，高朋贵宾诵佳
文。“画好月圆，诗意浓”周年庆之中
秋诗会将于 10 月 4 日 19:00 在水艺
舞台举行。以古典中国画为表现形
式，以传统中华诗词为表现内容，
从古典神话、中秋亲情、故乡思念
到家园情怀，一场充满古典韵味与
高雅气息的惠民演出将在皓月当
空的夜晚精彩呈现。

两场演出均免费观看，演出当
天17:00-19:00可至水艺舞台对面领
取入场臂贴，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主题市集：买卖如要有诚意，
可于此处觅橙意

未能琴棋书画，愿有书花饼茶。
宁波文化广场四周年庆系列活动之
橙意市集 X 有眼市集将于 10 月 1
日-10月4日晚在广场2区内街热闹
开张。本次市集将分为食月集、品茶
集、赏花集、阅书集四大版块，转首回
眸间，原来你也在这里。

主题互动：敢问礼品何处有，
小文兜里寻秘密

周年庆当然少不了福利，9月28
日宁波文化广场微信公众号定时开
放线上秒杀，手速最快的 100 位市
民可得到一份专属礼物。

1天怎么够？100份怎么分？10
月 1 日-10 月 7 日期间，市民朋友

还可以在星光大道扫码参与小文的
礼物盒互动活动，完成简单任务便
可抽取精美礼物，绝对惊喜满满。

10 月 1 日-10 月 7 日每天的特
定时段，在广场任意消费满 28 元

的市民朋友都可以在“小文手作
制作区”大显身手，带上躁动的
心情于都市中慢行，在倾注心血
的手工制作中诠释怀旧情怀，匠心
之旅。

秋意这边独好，活力“肆不可
挡”。这个国庆，到宁波文化广
场，与小文一起共庆生！更多活动
详情，请关注宁波文化广场官方微
信。

秋意这边独秋意这边独好好 活力活力““肆不肆不可挡可挡””
——宁波文化广场4周年庆主题活动

类型

主题装置

主题演出

主题市集

主题互动

活动名称
云灯朵朵
踏月生辉

桥上升明月
小文的礼物盒

青瓷瓯乐视听专场

中秋诗会

第五街区

橙意市集
4周年庆定制大礼包1
4周年庆定制大礼包2
4周年庆4折拼团购

“圆”主题互动

“圆”主题手作

活动时间

9月28日-10月8日
全天

10月2日
第一场1900-1940
第二场2000-2040

10月4日1900-2030
10月5日-10月7日

1830-2030
10月1日-10月4日1730-2100

9月28日
9月29日-9月30日
9月23日－10月2日

10月1日-10月7日
1000-1130
1330-1700
1800-2000

10月1日-10月7日
1000-1130
1330-1700
1800-2000

活动地点
星巴克连廊
万人广场
彩虹桥

星光大道

水艺舞台

水艺舞台

中央小广场

2标内街

宁波文化广场
微信公众号

星光大道

星光大道

参与方式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4折

免费

消费满28元
即可免费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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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不可挡”宁波文化广场周年庆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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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通讯员
陈芳 石黄磊）记者昨天从市国土
资源局获悉，国土资源部会同农业部
近日发布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我
市276.65万亩永久基本农田已全部
落到实地地块，共签订责任状 2516
份，发放保护卡46.7万张，设置保护
牌2472块、保护界桩1.67万余块。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推进，我市
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禀赋不足的矛盾
更加凸显。今年年初以来，我市结合

全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落实
永久基本农田生态廊道、生态缓冲
等功能，优先将城市周边、交通沿
线、集中连片有良好水利设施的优质
耕地和已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划定为
永久基本农田。全市永久基本农田划
定中，粮食功能生产区、高标准农田、
标准农田划入永久基本农田的比例
分别为93.45%、92.91%和86.72%，这
些优质耕地将是宁波未来生产粮
食、农产品的重要地区。突出城市周

边永久基本农田的生态屏障，我市
还确定城市周边 16.38 万亩的永久
基本农田生态缓冲格局，引导城市
串联式、组团式、卫星城式发展。

据介绍，此次永久基本农田划
定，我市主动调整了划定形态，将
15°以上 4.04 万亩坡耕地、0.85 万
亩生态公益林区域内的耕地、零散
分布质量较差的0.83万亩耕地及地
类不符合相关规定的7.09万亩耕地
退出基本农田，让永久基本农田更

加连片、集中，划定后全市形成聚集
于中部水网平原、杭州湾南侧、三门
湾北侧和象山港两翼滨海平原的永
久基本农田保护新格局，让农耕文
化从破碎零星化走向机械耕作的现
代模式。

市国土资源局相关人士表示，今
后我市将通过共享永久基本农田划
定成果，增强永久基本农田“红线”意
识，探索永久基本农田“田长制”，进
一步落实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责任。

我市划定永久基本农田276万余亩
将探索“田长制”落实保护责任

本报讯 （记 者张昊 吴向
正 张正伟） 昨天下午，以“海
浙边、若比邻”为主题的宁波都
市圈旅游 （香港） 推介会在香港
会展中心举行，向港澳同胞推介
宁波、台州、舟山三地丰富的旅
游资源，邀请港澳市民到浙东旅
游。副市长李关定，台州市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单坚，香港旅游
业议会主席黄进达出席活动。

本次活动是 2017甬港经济合
作论坛“2017 宁波都市圈旅游港
澳推广周”的重要专题活动，通
过旅游推介、座谈交流、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等推广宁波都市圈特
色旅游资源，进一步加深与港澳
旅游业界的互动合作。推介会
上，美轮美奂的宁波都市圈旅游

宣传片、极具江南风情的舞蹈
《带你走溪口》和《和合圣地 美丽
台州》特色旗袍秀等表演将港澳与
会嘉宾带到了浙东山水的唯美画
卷中。现场还详细介绍了宁波都
市圈为香港市民量身定制的宁波
舟山朝圣禅修之旅、宁波台州山
海美食之旅两大精品旅游线路。

会上，宁波都市圈分别与香港
中国旅行社、香港贵豪旅行社、香
港康泰旅行社、香港美丽华旅行社
签订了市场合作协议，香港“千人
游”宁波都市圈正式启动。据悉，港
澳两地旅游特色明显、产业发达，
是宁波都市圈最主要的入境旅游
客源市场。2016 年宁波都市圈三
市接待香港游客约 35 万人次，接
待澳门游客总计12.17万人次。

香港“千人游”宁波都市圈启动
本报讯 （记 者张昊 吴向

正） 昨天下午，2017 甬港学生跨
境流动对接会在香港举行。香港
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杨润雄、中
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教育科
技部部长李鲁、副市长褚银良、
香港职业训练局执行干事尤曾家
丽出席活动。

会上，甬港两地教育专家围
绕国际化与学生流动作主旨发
言，两地高校全面介绍各自的
学 科 和 专 业 建 设 、 科 研 成 果 、
国际化等办学成果以及针对学
生的优惠政策和在校学习期间
的服务。

为鼓励更多的香港学生来甬
留学交流，宁波市教育局发布了
为香港学生提供奖学金的政策，

分别为香港来宁波就读的优秀研
究生、本科生、专科生、进修生
每 年 提 供 30000 元 、 20000 元 、
10000 元以及 6000 元人民币的奖
学金，还为来宁波就读普通高中
的优秀学生提供每年 10000 元的
奖学金。此外宁波大学、宁波诺
丁汉大学也将推出香港学生来校
就读奖学金政策，全力促进两地
学生的双向流动。

会上，甬港两地院校签署教
育合作协议。宁波诺丁汉大学与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签订合作
框架协议，与培桥书院签署校长
推荐制协议，与香港城市大学签
署能源和科研合作协议；宁波市
鄞州姜山中学与圣母无玷圣心书
院签署姐妹校协议。

甬港学生跨境流动对接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张昊 吴向正）
昨日下午，宁波国家保险创新综合
试验区专题推介会在香港举行，全
面深化甬港两地在保险产业发展方
面的合作交流，共享两地保险业改
革创新发展的红利。副市长褚银
良，香港保险业监管局行政总监梁

志仁出席活动。
昨天的推介会，向来自香港、

台湾等地的监管机构、行业协会、
知名金融机构和保险机构全面介绍
了宁波国家保险创新综合试验区建
设总体情况、保险创新产业园规划
及相关支持政策，通过市、区两级

重点介绍各自的区位优势和资源禀
赋以及配套政策，展示宁波保险创
新发展优越的政策环境、广阔的市
场空间和扎实的产业基础。

太平投控、中银人寿等 5家大
型在港金融机构与宁波方的代表集
中签署了 5个两地合作项目，涉及

法人机构设立、保险资金运用、保
险科技转化等领域，为加快试验区
建设注入了有力的“助推剂”。

据悉，下一步，宁波还将支
持香港保险机构在宁波投资设立
综合性和专业性保险公司，支持
甬港两地保险机构开展合作与创
新，支持宁波保险业引进香港保
险 人 才 参 与 宁 波 保 险 改 革 与 发
展，全面加强与香港保险业的合作
与交流。

宁波国家保险创新综合试验区专题推介会举行

本报讯 （记 者张昊 吴向
正） 甬港同行，青年同心。昨日
下午，2017 甬港青年企业家峰会
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进一步为
甬港两地搭建合作发展新平台。
副市长李关定出席活动。

本 次 论 坛 的 主 题 是 “ 新 作
为·新贡献——甬港青年与创业
创新”。来自宁波、香港和台州的
70 余位青年企业家会聚一堂，围
绕“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制造
2025”与企业转型升级等议题，
结合企业自身发展需求及合作前
景进行交流，集思广益，共谋发
展。

甬港两地青年组织缔结成更
加紧密的友好合作关系，成为本
届峰会一大成果。宁波市青年联
合会、宁波市海外青年英才创新
创业委员会、香港青年联会、香

港菁英会、香港青年工业家协
会、宁波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宁
波市青年科学技术协会、台州市
青年企业家协会等 7 个骨干青年
社团缔结了友好组织协议，并共
同发布了 2017—2018 年度甬港青
年组织合作项目，分别是：2018
甬港青年企业家峰会、“一带一
路”甬港菁英交流计划、甬港青
商金融保险交流计划、“飞跃甬港
智造行”青年企业家参访活动和

“小小宁波帮”甬港青少年互访
营。

在港期间，市青联还举办了
第三期宁波青年企业家香港高级
研修班，青年企业家们赴瑞银集
团、香港科技城、香港科技大学
等地进行参访交流，在亚洲家族
企业研究中心进行专题研习，共
同探索甬港两地协作共赢新路径。

2017甬港青年企业家峰会
在港举行
三地7个骨干青年社团缔结友好组织

为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
中民智，增强地方立法工作的
科学性、计划性和前瞻性，推
进立法民主化，使立法工作更
好地适应我市深化改革和依法
治市的实际需要，市人大常委
会决定向社会公开征集 2018年
立法建议项目。

提出立法建议项目应当从
我市改革发展的实际需要出
发，结合 2016年新修改的 《立
法法》 的要求，突出地方特
色。提出立法建议项目应当明
确立法项目名称、立法的必要
性和可行性、立法所要解决的
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主要措施
等内容，特别欢迎附草案文本
的立法建议项目。立法建议项
目可以是建议制定新的法规，

也可以是对现行的法规提出修
改、废止意见 （现行法规可以
在宁波人大网“法律法规”栏
目查询）。

立法建议项目可以通过电
子 邮 件 或 者 信 函 等 形 式 提
出，请注明单位名称或个人
姓名、联系方式等，征集时
间截止于 2017 年 10 月 20 日，
欢迎市民和社会各界人士积
极参与。

来信来函请寄至：宁波市
江东区宁穿路 2001号宁波市人
大 常 委 会 法 工 委 办 公 室 邮
编 ： 315040， 电 子 邮 件 请 发
至：nbrdfz@ningbo.gov.cn。

宁波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
作委员会

2017年9月26日

关于公开征集2018年
地方立法建议项目的通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