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王佳 通讯员陈
军杰） 今年，是我市实施新一轮公
共巨灾保险的第一年。近日，宁
海县前童镇双桥村的童大伯在灾
害信息员的帮助下，在手机上安

装了“宁海村民 e 点通”客户端，
第一时间了解公共巨灾保险等政策
情况。

为增强全民防灾减灾意识，
在台风季来临前，宁海县创新防

灾减灾管理方式，以前童镇为试
点 单 位 ， 村 民 安 装 手 机 客 户 端

“宁海村民 e 点通”，便可自主浏
览公共巨灾保险等服务事项；村
民关注的焦点问题，也可通过平

台上的“民情反馈”板块得到解
答。

与此同时，宁海县在该县 18
个乡镇 （街道） 开展线下公共巨灾
保险等政策进村入户宣传。

宁海推出公共巨灾保险“村民e点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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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林海） 杭州亚
运会该怎么办才好？对此，宁波
大学体育学院的应届硕士研究生
张静在其毕业论文中对杭州亚运
会场馆全域共享提出了“空间布
局微调和场馆智慧化应用”等有
针对性的建议。

据张静的导师陆亨伯教授介
绍：“张静去年花了近半年时间
进行实地调研和电话访谈，基本
上摸清了省内杭州、宁波、温
州、金华、绍兴、嘉兴等地大型
体育场馆的状况。目前来看，杭
州亚运会场馆的布局方案存在一
些不足，建议进行微调。”张静
的毕业论文建议，要制订亚运会
场馆的公共交通标准、共享标准
和智能化标准，建立亚运会场馆

申报制等，打造亚运会场馆共享共
同体，实现全域共享。经过第二轮
亚运会场馆布局的调整，杭州亚运
会场馆布局方案日趋完善，建议增
加宁波以及嘉兴亚运分赛区，根据
区域特点设置比赛项目，更好地实
现场馆共享。

浙江是互联网经济的先行者，
又是“中国制造 2025”改革试点
省份。互联网经济的出现同时也伴
随着大数据和智慧经济的到来，张
静在论文中建议，可以将智慧经
济、互联网经济与亚运会场馆结
合，打造“互联网+”背景下的

“智慧场馆”。“比如智能机器人的
应用、汽车停车的智能定位等，
均可以实现智慧化。”陆亨伯介
绍。

宁波硕士论文建议
杭州亚运会“场馆智慧化”

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通讯
员房炜 吴俊） 昨天，记者从市
演艺集团获悉，宁波市小百花越
剧团经典剧目展演周 8月将在天
然舞台启幕。

据了解，展演期间，将上演
《红楼梦》《王老虎抢亲》等大家
熟知的经典剧目，也有杨魏文、
徐晓飞等越剧名家和优秀青年演

员的专场演出，还有一场集中了张
小 君 、 赵 海 英 、 谢 进 联 、 杨 魏
文、陈莉萍、郑春芬、丁铭焱等
宁波小百花原生代越剧名家的精
彩演唱会。“传承经典，永塑辉
煌，并不是一件易事，但是宁波
小百花有这个实力和信心让越剧文
化深入人心！”宁波市小百花越剧
团总经理许玄远表示。

市小百花越剧团
经典剧目展演周即将启幕

本报讯（记者张正伟 通讯
员沈宁） 前日，2018 宁波·尼
斯国际嘉年华花车女神暨宁波城
市旅游形象大使选拔大赛在宁波
城市旅游之窗启动。这是宁波尼
斯嘉年华 100天倒计时开始后推
出的首场配套活动。接下来的三
个月内，组委会将评选出 20 名
代表中国形象的“花车女神”，
参与嘉年华现场鲜花巡游活动。

白天的鲜花巡游和晚上的灯
光巡游是宁波尼斯嘉年华的“标
配”。届时，“花车女神”将在
12 辆用各色鲜花装扮而成的花
车上与现场观众互动。本次大赛
分为海选、复赛及总决赛三个阶
段。从今日起至7月15日，组委

会将通过初赛选拔出 100位选手晋
级复赛；7月16日至7月30日，晋
级复赛的选手将进一步展示个人才
艺，同时结合线上投票决出 30 位
晋级总决赛。总决赛在 9 月份举
行。届时，晋级选手将参加泳装、
晚礼服、旗袍、才艺等表演，同时
还要接受宁波旅游文化知识测试，
最终选出 20 名入围选手。获得本
次大赛冠、亚、季军的选手还将被授
予“宁波城市旅游形象大使”称号。

据介绍，18 周岁至 30 周岁、
有才艺、表现力佳、三观端正的青
年女性及高校女生均可报名参加选
拔。报名方式可登录宁波尼斯国际
嘉年华官方网站 www.ningbonice.
com查询。

宁波尼斯嘉年华
选拔“花车女神”
前三名将当选“宁波城市旅游形象大使”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
徐巧妮） 前日，在梅山非遗特色
小镇民俗文化月启动仪式上，颁
发了梅山街道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证书，梅东马灯舞代表性传承人
朱亚娣等三人上台领取证书。目
前，该街道拥有省级非遗名录项
目1个、市级2个、区级5个。

梅山街道对一批有价值的非
遗项目进行全面记录，有 11 个
非遗项目申报街道级名录。经专
家评审，在上报的项目中，有较
大影响力的梅东鼓阁、梅东马灯
舞、饭佛菩萨信俗 3个项目列入

街道级非遗名录。下一步梅山街道
拟将首批街道级非遗名录实施工作
纳入年度各建制村文体工作考核，
并出台相应政策对街道级非遗项目
及传承人给予扶持及保护。

据了解，截至目前，北仑区有
省级非遗名录项目 6 个、市级 24
个、区级 55 个，代表性传承基地
37个、综合传承基地1个，省级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 4名、市级传承人
25 名。此次梅山建立街道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也是
北仑区建立国家、省、市、区、街
道五级名录保护体系的首次尝试。

北仑建立街道级非遗保护体系

本报讯 （通讯员羽佳） 日
前，“目既往还，心亦吐纳——
楼森华、王冬亮书画双个展”在
宁波水墨艺术馆启幕。

此次开幕式以“书·画·
琴”雅集形式展现。书、画、
茶、酒与悠扬婉约的古琴声结合
在一起，相得益彰。本次展览展

出两位艺术家的近百件艺术精品。
楼森华此次作品展以草木为主题，
赋竹石以雅趣，予草木以隽永；王
冬亮的作品“五体”俱全，幅式多
样，形式多有创新，颇有新意趣
味。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 7月
25日，向社会免费开放。

楼森华、王冬亮书画双个展开幕
宁波边防支队与鄞州百丈街道

中山社区近日联合开展“不忘初心，
向前辈看齐”活动，他们邀请 92 岁
抗战老兵陈金富为部队官兵讲述亲
身经历的战斗故事，并参观部队营
区。陈金富老人 18 岁加入新四军，
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
朝战争，曾 3次负伤，为国家和民族
作出了贡献。图为陈金富老人参观
部队荣誉室。（丁安 李斯 摄）

不忘初心，向前辈看齐

本报讯（记者包凌雁 通讯员
柯艳艳） 为期一年的电动自行车消
防安全综合治理开始了。从产品质
量、销售流通到维修改装、使用管
理，我市将全方位排查电动自行车
的消防安全隐患。

电动自行车是不少居民日常出
行的重要交通工具，近年来我市电

动自行车火灾多发。为解决我市电
动自行车火灾多发的突出问题，在
前期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我市出台
了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综合治理工
作方案。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综合治理
工作由公安、消防、质监、经信、
安监等 10 个市级相关部门围绕生

产、销售、维修改装、使用管理四
个环节展开。整治重点包括不按标
准或者降低标准生产电动车及蓄电
池、充电器等配件；生产假冒伪劣
电动车及蓄电池、充电器等配件；
销售无合格证、伪造、冒用认证证
书电动车及蓄电池、充电器等配
件；销售无厂名、厂址等不合格电

动车及蓄电池、充电器等配件；私
自改装和拆卸原厂配件，私自拆除
限速器等关键性组件，私自更换大
功率蓄电池等行为。

“通过综合治理，力争电动自行
车火灾事故起数、受伤人数同比下
降 20%以上，努力实现零死亡工作
目标。”市安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私自改装的“电驴”不要再骑了
我市开展为期一年的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综合治理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傅海亚）昨天宁波教育考试院发
布信息称：2018年6月学考将于6
月29日至7月1日举行。我市共有
2.9万名考生参加，设29个考点。

本次学考历时三天，共九个

场次（不含外语科目）。
从2017级高中学生起，学考与选

考实行分卷考试，安排在1月、6月举
行；学生在高一第二学期可参加学考，
高三起参加选考科目考试，相应科目
学考合格方能报考该科目的选考。

新高一学考今天开考
我市2.9万名考生参加

本报讯（记者徐欣 通讯员
邵家艳 张彩娜）盛夏来临，建筑
工人又面临“烤验”。但对江北投
资创业中心长兴路中段 2号地块
项目Ⅰ标段的 400余名建筑工人
而言，这个夏天比以往舒适很
多。

“你看，四人宿舍里安装了
空 调 ， 晚 上 睡 得 比 以 前 好 多
了！”工人王刚笑着说。

除了崭新的空调以外，36
伏安全电压、USB 插座以及独
立烟感报警器，这新型工棚“四
件套”让工人们觉得生活便利了
不少。项目部负责人钟明京说，
为了让工人们的生活环境得到改

善，还专门设置了洗衣房、手机充
电房和男女浴室，其中男女浴室
24 小时供应热水。除了这些生活
设施外，工地内还新增了阅览室和
活动房。同时，工棚内还专门设置
了夫妻房和探亲房。

江北区住建局 （交通运输局）
质监站站长葛宁辉告诉记者，工棚
能实现华丽变身，得益于该区出台
的全市首个工棚管理办法——《江
北区建设工程临时工棚管理暂行办
法》，自去年起，江北就在全区范围内
对工棚进行深度排摸，排查了164个
点位的工棚，整改问题 389个，同
时拆除了 31个不符合要求的工棚。
目前全区已完成了85处工棚的备案。

新型工棚“四件套”
让400建筑工凉爽度夏

本报讯（记者董娜 通讯员
王萍）近日，国电浙江北仑第三发
电有限公司财务人员小王到税务
大厅办理了 5月份增值税申报手
续，他告诉记者，“仅降低增值税税
率一项改革，预计一年可为公司减
税超 1000万元，让企业有更多的
资金投入到管理、创新等方面。”

小王点赞的是自今年 5月正
式实施的增值税改革新政，不同
于两年前的“营改增”改革，此次
改革涉及企业数量更多，行业更
广，其中涉及面最广的一项举措，

就是降低增值税税率，制造业、商业
等行业税率从 17%降至 16%，交通
运输、建筑、基础电信服务等行业及
初级农产品等货物税率从11%降至
10%，这直接惠及北仑区内相关行
业的1.6万户纳税人。

据悉，由于增值税是价外税，税
负降低极大释放了现金流压力，同
时不影响计征企业所得税的应纳税
所得额，因此减少的税额可实实在
在落入纳税人口袋中。据北仑区税
务部门统计，目前辖区内已有 6264
家企业享受到新一轮改革红利。

北仑1.6万户纳税人
享增值税改革红利

昨日，江北区甬江街道朱家社
区举行了一场特殊的拜师仪式，师
傅是做了数十年调解工作的社区

“老娘舅”，调解成功率高达 98%，
他要将 36 年的调解经验毫无保留
地传授给四个徒弟。

（刘波 摄）

拜师
“老娘舅”

本报讯（记者周燕波 通讯员
陈敏健） 宁波市百场非遗进礼堂活
动启动仪式暨“浙江好腔调”全省
传统戏剧展演宁波专场活动昨晚在
余姚梁弄横坎头村举行。

在昨天的启动仪式上，主办方
向陈祥源、张嘉国、叶胜建、董幼
祺、王桂凤、童全灿、韩素莲 7位

第五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颁发了证
书，同时向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特色小镇 （实验） ——海曙区高桥
镇、北仑区梅山街道、鄞州区横溪
镇、余姚市梁弄镇、慈溪市龙山
镇、宁海县前童镇、象山县石浦镇
7个镇 （街道） 授牌。

记者了解到，百场非遗进礼堂

工程是在实施乡村振兴中推进我市
非遗保护融入现代生活的重要举
措。本项工程将选择 100个有特色
的文化礼堂，开展百场非遗项目展
示与互动体验、非遗曲艺或戏剧展
演等活动。整个活动将历时 3个多
月。昨天在现场展示的非遗项目有
梁弄大糕制作技艺、缸鸭狗宁波汤

圆制作、董香茂炒货技艺、木秤制
作技艺、余姚草编等，吸引了许多
村民前来现场观看。

启动仪式结束后，“浙江好腔调”
全省传统戏剧展演宁波专场活动随
即拉开帷幕。昨天展演的是姚剧《浪
漫村庄》，这是一部反映新农村风貌
及新时代农民精神的新编姚剧。

百场非遗进礼堂活动举行启动仪式

本报讯（记者姬联锋 通讯
员柴华燕） 经过两天的激烈争
夺，2018“鄞州杯”中国国际象
棋电视快棋赛昨天下午在东钱湖
畔落下帷幕，余泱漪以不败战绩
捧起首个中国国际象棋电视快棋
赛冠军奖杯。

国际象棋国家队男队教练徐
俊评价此次参赛的余泱漪、韦
奕、李超、卜祥志四位棋手是

“奥赛阵容，中国顶尖棋手”。
前天，首日四轮比赛战罢，余
泱漪以不败战绩积 3 分占据榜
首，韦奕以 0.5 分之差紧随其
后 。 昨 天 ， 第 五 轮 比 赛 结 束
后，余泱漪与韦奕以相同积分
领先，并在最后一轮对战中争

夺冠军。最终，余泱漪棋高一着，
问鼎冠军，将十万元奖金收入囊
中。韦奕、卜祥志、李超分列第
二、三、四名。

这是余泱漪第一次参加电视直
播快棋赛，他觉得挺新颖。“与其
他比赛相比，也就是多了两台直播
机器，对我没有太多的干扰。这样
的比赛对于国际象棋的普及和发展
挺好的。我关注了视频直播，点击
量不错。”

今年的世界国际象棋奥林匹克
团体赛将于9月底至10月初在格鲁
吉亚举行，对于余泱漪和他的国家
队队友来说，这是他们今年最重要
的一项比赛。接下来，他们将为这
项比赛积极备战。

中国国际象棋电视快棋赛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