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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黄梓馨） 记者昨天从省教育考试院
获悉：2018 高考招生分数线本月
23 日左右公布，并提供考生位次
号和各类各段一分一段表查询。

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位次
号，按政策加分项目 （适用于全国
高校） 计入加分值后的总分排列生
成。只符合省属高校加分条件的考
生，填报省属高校志愿时，可按本
人当前各科文化成绩加上政策加分
值的总分 （艺术类、体育类为综合
分），参考成绩分段表测算自己的
相应成绩排位。

所有考生高考志愿实行网上填
报 ， 浙 江 省 教 育 考 试 院 网 站

（www.zjzs.net） 为填报志愿的唯一
网站。首轮填报将于 6 月 26 日至
27日进行。

普通类提前录取院校设 5个院
校传统志愿，每所院校设 6个专业
志愿和专业服从志愿。专业平行志
愿分三段填报志愿，每段均可填报
不超过80个志愿。

单独考试招生实行专业平行志
愿，考生可以填报不超过 30 个志
愿。其中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定
向招生安排在平行志愿投档前完成
录取。考生须注意，只能按相应类
别填报志愿，不得跨类填报。

特殊类型招生地方专项计划招
生单独设置专业平行志愿，符合条
件考生最多可填报 30 个志愿，每
个志愿为一个院校的一个专业。

普通高校自主选拔、农村学生
单独招生高校专项计划以及高水平
艺术团招生志愿单独设置批次，入
围考生在其入围的全部院校中选择

填报一所院校志愿。其中，凡有农
村学生单独招生高校专项计划的院
校今年在我省作了具体分专业计
划、并要求考生填报专业志愿的，
考生在报考此类院校 （系统会自动
提示） 时，必须同时填报专业志愿

（不超过 3个，同时设是否服从调剂
志愿）。填报时间为 6 月 26 日至 27
日，逾期视为放弃填报。考生填报志
愿后放弃录取的，取消其普通类第
一段投档资格，只能参与平行志愿
第二段及以后的志愿填报和投档。

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和单
独考试招生视情设置征求志愿，征
求志愿的院校专业志愿设置与相应
类别的平行志愿一致，但各类别最
终是否征求志愿根据缺额计划情况
而定。

艺术类、体育类考生可兼报普

通类志愿，按先艺术类、体育类后
普通类的原则进行。但由于录取进
程有重叠，艺术类、体育类考生只
能兼报部分普通类志愿。下列情况
艺术类、体育类、普通类之间不能
兼报：

艺术类第一批 （含提前录取院
校）、体育类提前录取院校与普通
类提前录取院校不能兼报；

艺术类第二批第一段、艺术类
第二批提前录取院校及体育类第一
段与普通类提前录取院校 （不含公
安院校）、普通类第一段平行录取
院校不能兼报；

艺术类第二批第二段、体育类
第二段与普通类第二段录取院校不
能兼报。

今年高考招生录取将于 7月上
旬开始。

高考招生分数线23日左右公布
不同类别志愿填报大不同，招生录取将于7月上旬开始

本报讯（记者王岚 通讯员包
静琴 徐芃） 刚刚落幕的“三会”期
间，作为主会场的东部新城绿意盎
然，尤其是纵横交错的河道与两岸，
碧水荡漾、鲜花盛开，给国内外嘉宾
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而这正是鄞州区
今年以来大力开展“劣地变花海、闲
置化景点”改造行动的成果。

今年以来，鄞州区综合行政执
法局 （城市管理局） 园林处针对环
境脏乱差的劣地、被菜农侵占的闲
置地块和城区视线所及范围内裸地
等，开展复绿补绿、盘活闲置地块
行动，取得良好效果。

如位于东部新城核心区域的杨
木碶河 （民安东路至会展路段）河
段，长期以来河两侧沿岸私自耕种
现象屡禁不止。为此，鄞州区城管园
林部门出动了 6台挖掘机开展彻底
整治，清理菜地 30 余亩、建筑垃圾
20 多吨，平整出 3 万平方米的绿地
空间后，又开展了乔灌木补植，并播
撒了四季花籽。如今，河两岸“花海”
效果初现，原先脏乱之地已变为东
部新城的宜人景观。

用“花海”覆盖劣地的方法，
投入小、见效快，在提升环境空间
品质的同时，还提升了地区的人气
和关注度，能有效防止毁绿种菜或
偷堆垃圾现象的复发，成为鄞州区

根治劣地的重要手段之一。
潘火高架桥西侧高速宁波服务

区附近有一块面积约1500平方米的
闲置地块，私自耕种现象屡禁不止，
垃圾堆积，环境杂乱。今年3月，鄞州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城市管理局）对
该区域进行彻底环境整治后，撒播
百日草花籽，目前这里已形成一道
色彩鲜丽的城市“花海”景观，周边
居民以及路人纷纷点赞。据悉，该色
彩效果可持续到今年10月份。

下应街道“洋江花海”建设工
程是由街道出资、鄞州城管负责打
造的闲置地块景观再造项目。该地
块面积有 65 亩，除种植“花海”
外，还将因地制宜设置中国风水
车等，预计今秋即可收获一片 4万
平方米的“紫色海洋”。

除此之外，目前鄞州环城南路
南侧 （红星美凯龙北侧） 4万平方
米的地块和环城南路南侧 （国骅宜
家北侧） 9000 平方米的地块，经
整治后已铺上草坪，呈现绿意盎然
的草坪景观。环城南路北侧宜家周
边面积约 1.5 万平方米的地块，籽
播白三叶，预估本月中下旬形成绿
化植株高度达到覆盖裸土的效果，
7月份可呈现斑斓色彩。世纪大道
绿地籽播波斯菊，5月中旬已发芽
出苗，6月份会形成一片“橘色海
洋”效果。

截至目前，鄞州区累计完成绿
地环境整治任务 44 万平方米，新
增绿地面积 14 万平方米，修复绿
地面积30万平方米。

鄞州：“花海”治劣复绿显成效

本报讯（记者孙佳丽 通讯员
张淑蓉）“许可设立自动售药机对
我们药店来说是重大利好！不仅能
满足市民 24 小时的购药需求，还
在制度层面承认了自动售药机的
存在，给我们吃下了一颗‘定心
丸’。”宁波甬上民生大药房总经
理李文志说。记者日前获悉，市
市场监管局和市人社局联合印发

《关于支持和鼓励药品零售连锁创
新发展的意见》，鼓励药品零售连
锁企业在门店设置 24 小时自动售
药机，用机器代替人来实现售药服
务。

据了解，我市现有药店 2900
多家，但 24小时营业的很少。“原
本，我市药品监管部门和医保部门
要求药店提供 24 小时服务，但由
于人力资源有限，就作出相应调
整，不再强制要求 24 小时服务，
所以大多数药店为避免造成资源
浪费，没有坚持下去。可是，不
少市民客观上还是有夜间或应急的
用药需求。”市市场监管局药品监
管流通处处长邓封伟说。

为解决这对矛盾，我市两部
门创新推进“互联网+药品流通+
医保移动支付”模式，开展直营

连锁门店自动售药机销售医保非
处方药试点工作，符合相关规定
要求的自动售药机允许销售非处
方药，包括甲类非处方药与乙类
非处方药。

后期正式开始运行后，市民只
需到自动售药机插入社保卡，确认
参保人有效身份后即可进行选药、
购药。确认购药清单后，医保中心
系统会将订单信息推送到参保人
的医保通 App 中，市民确认订单
后即可用医保账户进行支付，支
付成功后即可取药。值得一提的
是，购买甲类非处方药时，自动

售药机会根据需要联通后台专业
药 师 与 购 药 的 市 民 进 行 视 频 沟
通，提供用药指导服务。另外，
没有医保的市民也能通过移动支
付等方式在自动售药机处购买到需
要的非处方药。

除可以在门店设置自动售药机
外，药品零售连锁企业还可申请在
下属直营连锁门店 10 分钟健康服
务圈距离范围内，设置离店自动售
药机。无论在店还是离店，门店

《药品经营许可证》 上都会标注自
动售药机设置地址及经营范围，并
由该门店协同管理。

满足市民24小时购药需求

我市鼓励药店设置自动售药机

本报讯 （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张土良） 2018 年中考将于本周
五拉开帷幕。今年我市报名参加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的考生有 5 万
余名，除去保送生和部分提前录
取的学生，宁波城区有近1.5万名
学生将参加本次学业水平考试。
全市共设 114 个考点、1738 个考
场。市直属、海曙、江北和高新
区考生可在周四下午4时至5时到
考点提前熟悉试场和交通路线。

今年中考时间为6月15日、16
日两天，具体科目为语文、历史与
社会思品、英语、数学和科学。

今年我市已全面实施英语听
力口语自动化考试，这次学业水
平考试中英语科目不包含听力测
试。社会学科继续采用全开卷笔
答形式，允许考生携带相关教材
和资料进入试场，考生在试场内

不得相互传、借教材和资料。
市教育考试院有关负责人表

示，考生入场，除 2B 铅笔、0.5
毫米及以上书写黑色字迹的钢
笔、签字笔、直尺、圆规、三角
板、橡皮及毛巾(须拧干)、无商
标纸的矿泉水外，其他任何物品
不准带入考场。严禁考生携带各
种通信工具 （如手机、智能手
表、运动手环等智能设备）、电子
存储记忆录放设备以及修正液、
胶带纸等物品进入考场。考生一
经违反，将根据有关规定，按违
规或舞弊论处。各科目考试时，
考生均不得使用计算器。

考生在开考 15分钟后不准入
场，考试开始 30分钟后，考生方
可交卷离场，交卷离场后不得再
进场续考，也不准在考场附近逗
留或交谈。

我市5万余名学生
周五周六参加中考
社会学科继续采用全开卷笔答形式,考生在
开考15分钟后不准入场

本报讯 （记者徐欣 通讯员
贺雪） 11 日下午，宁波杭州湾新
区公安分局来了三名特殊的印度
客人，这三人从印度瓦尔道拉市
出发，一路转乘飞机、动车、客
车等交通工具，不远万里来到新
区公安分局，将一面锦旗送到分
局办案民警手中。

今年的 6 月 5 日 10 时，新区
公安分局接到辖区内某企业报警
称：有人盗用该企业业务员的邮
箱，给该公司的印度客户发邮件
让其将货款打至指定账户，导致
该客户被骗7万美元。

接到报警后，分局迅速开展
电信诈骗类案件的应急处置工
作，从资金流入手，立即对涉案
账户进行查询并同时开展对涉案
账户的冻结支付工作。“没想到查
询账户后发现，该涉案账户为公
司账户，这给第一时间冻结支付
带来了不少的困难。”负责本案的

民警王瑞卿表示。
根据这一情况，分局在与市

局反诈中心联系请求协助的同
时，立即组织民警前往涉案账户
开户地绍兴开展工作，在分局与
宁波市局反诈中心、绍兴市局反
诈中心的共同努力下，最终在报
案后的 3 小时内将涉案账户成功
冻结支付。

王瑞卿警官介绍，在此类案
件中，犯罪嫌疑人往往盯上企业
经常使用的邮箱下手，利用钓鱼
邮件、木马病毒或盗号软件等盗
取邮箱密码，窃取交易双方的交
谈内容，一旦发现往来邮件中涉
及合同签订、款项往来之类的内
容时，在双方约定汇款时，直接
利用收款方的邮箱或注册一个类
似邮箱，向汇款方发送篡改过内
容的新邮箱，以银行账号更换为
名要求客户将款项打至其提供的
银行账号来实施诈骗。

使用邮件洽谈业务要当心

宁波公安3小时追回7万美元
印度客户不远万里送锦旗致谢

昨晚，镇海澥浦镇广源社区的迎端午团圆宴热闹开席，社区大院里
的十余桌菜品均由居民自行提供。120位新老澥浦人欢聚一堂，其乐融
融，一起体味温馨的邻里情。 （朱晓峰 戴旭光 摄）

共享团圆宴 畅叙邻里情

昨日上午，海曙江厦街道
开展禁毒公益骑行活动，参与
者头系禁毒宣传飘带，车插禁
毒宣传小旗帜，环绕天一广场
进行公益骑行，沿途分发禁毒
宣传册、宣传环保袋等资料，
向社会倡导积极健康的生活方
式，形成“人人参与禁毒、构
建和谐社会”的良好氛围。

（刘波 忻之承 摄）

禁毒公益骑行
倡导健康生活

杨木碶河岸边绿地鲜花盛开。 （王岚 包静琴 摄）

本报讯 （记者沈孙晖 象山
记者站陈光曙） 昨天，由宁波市
农业局、象山县人民政府主办的
第六届象山白鹅节启幕。本届白
鹅节以“产业兴旺、绿色健康”
为主题，通过多元化形式展示半
岛白鹅特色产业及民俗文化。

象山是浙东白鹅这一国内著
名地方良种的原产地。该县将象
山白鹅列入全县“7＋1”农业龙

型产业，逐步形成了种鹅种苗生
产、肉鹅饲养和鹅产品加工的完
整产业体系。去年，全县白鹅饲
养量79.95万羽，其中存栏25.4万
羽，占全市种鹅存栏的 98%；销
售苗鹅 500 万羽，深加工鹅产品
720 吨，实现白鹅总产值 1.82 亿
元。目前，象山白鹅已被列入国
家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国家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保护产品。

第六届象山白鹅节启幕

本报讯 （记者张正伟 江北
记者站张落雁 通讯员黄正洋）
当人们赶着往余姚、慈溪采摘杨
梅时，却不知江北也藏着令人叫
好的采摘地。在近日开幕的 2018
江北杨梅节上，三条特色鲜明的
杨梅采摘游线路正式亮相。

“慈城的美、慈城的甜”绿色
山水生态乡村采摘游线路，将南
联村长溪岭古道、金沙村桃花岭
古道、公有村沿白岭古道等与云
湖环湖绿道、北山休闲游步道等

串联起来，让游客既可采摘杨
梅，又能健身骑行；“最美古建、
最甜杨梅”采摘游线路，以保国
寺为中心，延伸至荪湖度假区，
包括杨梅采摘、参加花田喜事、
品尝农家乐等旅游项目；“世界杯
与杨梅的碰撞”采摘游线路，以
绿野山居杨梅采摘为主，同时借
助俄罗斯世界杯举办的契机，推
出少儿足球友谊赛、吃杨梅比
赛、“杨梅王”评选等寓游于乐的
休闲活动。

江北新增三条杨梅采摘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