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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项
聪颖） 国内首个关于恐龙繁衍的大
型专题展览《恐龙诞生之谜》今日
起在宁波博物馆开展，100 多件珍
贵的恐龙蛋和恐龙化石以及恐龙骨
架模型并配合科学复原图文，系统
地传递了恐龙的生殖行为、个体发
育和孵化、繁殖环境等信息。这也
是宁波博物馆在暑期为小朋友准备
的科学探索“大片”。

浙江是恐龙蛋化石出土的大
省，蛋化石种类丰富，囊括了中
国出土的所有恐龙蛋类型。迄今
为止，已在天台、仙居、永康、
丽 水 等 地 发 现 恐 龙 和 恐 龙 蛋 化
石。浙江自然博物馆副馆长金幸
生昨日在介绍展览时表示，浙江
自然博物馆收藏的蛋化石可以说
是世界第一，这套展品 2014 年曾
在台湾展出，今年 5 月起在日本
名古屋、大阪、福井展览。日本
的展览一结束，展品就快速运抵
宁波。

展览中不仅有难得一见的完整
的恐龙头骨，还有稀有恐龙蛋化
石。如 2009 年在辽宁省建昌县发
现的第一件含蛋翼龙骨架标本，在
翼龙盆骨部位有一枚蛋化石，经鉴
定为达尔文翼龙。与产卵的母体相
比，这颗蛋化石非常小。这件标本
为翼龙的性别鉴定、繁殖行为等提
供了直接的证据。

多年来，宁波博物馆持续在暑
期推出科普展览，为少年儿童提供
更优质的教育内容。配合本次展
览，宁波博物馆将在青少年探索体

验活动中增加恐龙知识讲座、恐龙
小剧场、恐龙主题活动。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 9 月 2 日，
观众可通过宁波博物馆官网和微信

公众号购票。
上图为《恐龙诞生之谜》专题

展览展厅现场。
（周建平 摄）

宁波博物馆举办
《恐龙诞生之谜》专题展

本报讯 （记者林海 通讯员
朱恒） 浙江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的
第二个比赛项目——蹦床技巧比
赛 8 日在湖州开赛，昨日下午进
行了蹦床团体项目的决赛，宁波
队表现出色，勇夺4金。

最先进行的是混合甲组团体
决赛，来自镇海蹦床技巧学校的
运动员代表宁波出场，他们顶住
压力，沉着应战，最终宁波队获
得了金牌。这是本届省运会蹦床

技巧比赛的首枚金牌。甲组是省
运会蹦床项目年龄最大的组别，
这枚金牌的获得可以说为本次宁
波队出战省运会打好了第一枪，
也为其他组别的小运动员增添了
信心，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接下来的比赛，宁波运动员越
战越勇，又接连获得了蹦床乙组女
子团体、丙组男子团体、丙组女子
团体 3 枚金牌。蹦床团体赛有 5 枚
金牌，宁波队将其中4枚收入囊中。

省运会蹦床团体赛

宁波队勇夺4金

本报讯 （记者陈章升 慈溪
记者站邵滢 通讯员岑俞贝） 这
两天天刚亮，慈溪周巷丰田果蔬
实验农场负责人曹华安就要去自
己 300 多亩的梨园转一圈，“视
察”一下“翠玉”“翠冠”等早熟
品种的蜜梨。自上周末起，每天
有近 2 万公斤的蜜梨从这家农场

“走”向各地水果批发市场。
继杨梅等时令水果集中上市

后，地产蜜梨也于近日拉开采摘
销售“大幕”。“今年的天气有助
于蜜梨的生长和品质提升。与去
年相比，‘翠玉’比去年提早一周
上市。‘翠冠’也将于7月15日采
摘。”曹华安说。

周巷镇是“中国黄花梨之乡”，
蜜梨栽培总面积超万亩。近年来，该
镇进一步强化与省农科院的合作，
通过建立优新品种示范基地，先后
引进“翠玉”“翠冠”“青玉”等十余个
品种的蜜梨，一批蜜梨新秀逐渐占
据当地蜜梨产业的“半壁江山”。

先进的栽培技术提升了周巷
蜜梨品质和效益。如今，甬佳蜜
梨专业合作社旗下的 6 个家庭农
场用上了棚架栽培、喷滴系统、
管道喷药等技术。

为了拓宽销售渠道，不少周
巷种植户还通过电商“吆喝”蜜
梨，在淘宝、微信上搭建网络销
售平台，把蜜梨销往全国各地。

地产蜜梨上市

本报讯 （通讯员钱皓诚 李
旭煌 记者陈朝霞） 7 月 6 日晚，
在宁波效实中学香港校友会成立
仪式上，海曙区引才引智工作站
香港站正式揭牌，宁波效实中学
香港校友会会长高凌翔女士受聘
为香港站首任站长。这是海曙区
在全球范围内布局的第三个引才
引智工作站，也是国内第一个工
作站。

“香港是海外‘宁波帮’的主
要聚居地之一，目前有宁波籍人

士 12万人，在政界、商界、科技
教育界人才辈出。效实香港校友
会校友遍布金融、科技、法律等
各领域。这次与海曙区的合作，
对双方都有着重大意义。对校友
会而言，能够进一步密切与家乡
的联系，留住我们的乡情。而工
作站的成立，相信也能为宁波带
去更多的人才，助推家乡的经济
发展。”高凌翔女士表示，会依托
香港校友会的资源，将引才工作
落到实处。

海曙区引才引智工作站
香港站挂牌

本报讯 （记者孙吉晶 宁海
记者站蒋攀 通讯员王小飞） 日
前，宁海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4
个校区分别与桑洲小学、胡陈小
学、东仓小学、岳井小学等乡镇
小学结成教育联合体党建联盟，
共同推进城乡党建工作一体化。
至此，该县已有 12对城乡学校结
成首批城乡教育联合体党建联盟。

近年来，宁海县在推进集团化
办学的同时，相继推出城乡教育共
同体、区域研训共同体、城乡网络
教研联盟等办学模式。在此基础

上，宁海建立城乡互助的党建工作
机制，打造城乡教育联合体党建联
盟。据介绍，联盟将共同研究制定
党建工作计划，共同确定主题党日
实践活动，并将其与其他党建活
动、教学活动、教师培训、教学质量
测评等方面紧密结合。

宁海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城乡教育联合体党建联盟旨
在改变目前共同体内学校“重业
务轻党建”的合作格局，推动学
校间管理经验、教育理念、教学
资源和教育成果的共享。

宁海构建城乡教育
联合体党建联盟

本报讯 （记者陈青 通讯员
吴央央） 昨日上午，孩子们稚气
未脱的吟诵声回荡在天一阁古朴
雅致的南轩内，以经典诵读为主
题的第五届“天一阁书院”国学
夏令营正式开启。

在开营典礼上，夏令营的授课
老师现场演奏了二胡、古筝，表演
了古风歌曲合唱、配乐诗朗诵。随
后，身着汉服的小朋友效仿古人，
举行了庄严的拜师仪式，老师为每
位小朋友点朱砂启智。

“天一阁书院”国学夏令营已
经成功举办了四届，受到了广大

小朋友和家长的一致好评。据
悉，夏令营的文化课程和互动体
验是免费的，并结合时代的需要
为孩子们量身设计。以经典诵读
为主题的夏令营为期 7 天，授课
老师将以爱国主义和民族传统文
化为切入点，围绕传统国学和文
明礼仪，从象棋文化讲到古琴欣
赏、二十四节气等，让孩子们从
古代经典讲解中寻找中华民族优
秀美德，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

8 月份，“天一阁书院”还将
推出以国画体验学习为主题的夏
令营活动。

“天一阁书院”
国学夏令营开启

昨天，学生跟随老师诵读经典诗文。 （周建平 摄）

本报讯（记者林海 通讯员王
晓娜 宁海记者站蒋攀） 9 日下
午，前来参加“行舟致远”国际航
海论坛的澳大利亚海事博物馆馆长
凯 文 · 桑 普 新 （Kevin Sump-
tion） 一行，在宁海县大佳何镇参
观了宝德中国古船研究所的 140多
艘古船和 60 艘古船模型后，赞不
绝口：“不可思议！”

据了解，宝德中国古船研究所
的古船收藏已有几大系列：40 个
国家和地区的 140多艘大型古船及
运动帆船，古船锚等几十件文物，
60 艘古船模型，100 多艘仿古船，
另外还有 200 多幅古地图。今年 1
月，中国船史研究会名誉会长席龙

飞教授、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
万明研究员等专家看了古船实物后
一致认为，在这批古船文物的基础
上可以建一座亚洲规模最大的舟船
博物馆，让更多的人从中领略世界
海洋文化的魅力。

澳大利亚海事博物馆馆长凯
文·桑普新表示，这次在宁海看到
了不少来自印尼的古船，恰好他们
博物馆有一位专门研究印尼古船的
专家，“以后有机会可以请他来宁
海，一起研究古船研究所收藏的印
尼古船”。

图为澳大利亚海事博物馆馆长
凯文·桑普新 （右） 在参观。

（林海 摄）

宁海古船让澳海事博物馆馆长赞不绝口

本报记者 金 鹭

2016 年 6 月，国务院正式批
复，宁波成为我国首个国家保险创
新综合试验区。两年后的今天，我
市各保险机构亮出了怎样的“创
新”成绩单？7 月 4 日上午，人
保、太保、国寿等宁波主要保险机
构的相关负责人齐聚一堂，就我市
保险业如何助推经济发展、服务社
会治理、保障改善民生等主题展开
探讨。

人保财险宁波分公司相关负责
人李俊表示，保险业的发展不仅是
经营领域不断扩展、经营技术不断
提升的过程，更是价值创造边界不

断扩大、价值创造能力不断提升的
过程。综试区提出的“以保险全产
业链创新做全域保险”理念是中国
保险业升级的主流方向。

“保险的风险管理职能不再局
限于事后风险补偿，而是着眼于发
挥保险业先进风险管理经验和制度
长板，进行跨界合作、技术应用，
在创造经济社会价值的同时提升保
险地位。”李俊说，这种理念上、
模式上的创新是综试区智慧的结
晶，给保险行业带来的影响是非常
深远而有价值的。

近两年来，人保财险宁波分公
司先后推出了防范城镇老旧危房倒
塌风险的城镇住房综合保险、“保
险+社会化服务”模式的安全生产
责任险、新材料首批次保险等，并
在全国首创了“保险+服务”的电
梯安全管理模式，在市民“住、

行、产、游”各领域取得了突破。
创新离不开优秀的顶层设计。

平安产险相关负责人表示，综试区
成立两年来，宁波在创新意识上比
以前有很大改变。各级多次召开政
企保险创新沟通会，了解保险企业
在开展保险创新方面的困难，积极
走访企业，了解市场需求，将市场
共性需求拿来与保险公司共同研究
分析，商讨解决方案。

近年来，平安产险将保险应用
在人才引进、“中国制造 2025”等
决定城市未来发展的关键领域。例
如，创新推出高层次人才平安综合
险。提供包括普惠平安、高端体
检、高端医疗在内的三级保障计
划，着力构建金字塔型保障体系，
覆盖顶尖人才、特优人才、领军人
才等高端人才及其家属，总保额
2.15亿元，为当地引才留才提供大

力支持。
“从这两年来看，很多保险创

新项目的落地汇聚了整个行业力
量，各家公司发挥各自的经验和力
量，贡献团队力量、技术力量。”
太保财险宁波分公司相关负责人
说，无论是三年前落地的巨灾保
险，还是近期准备落地、正在课题
研究中的新型安全生产责任险、全
域旅游保险、工程质量保险等，都
是市场上主体公司共同参与的。

据介绍，太保财险联合多家保
险公司，为宁波中小企业“量身打
造”了政策性财产保险。目前，已
有 3712 家小微企业参保，风险保
障额度10.97亿元。“项目目前已经
进入了第三年试点，希望在总结前
两年经验的基础上能够向全市推
广，惠及更多小微企业。”该负责
人说。

国家保险创新试验区批复两年来成效几何？

甬城保险机构“大咖”齐聚谈创新
保险创新看宁波

【上接第1版①】
据了解，先期营业的两家门店

主打宁波旅游手绘地图和城市漂流
书籍的公益特色。此外，还有免费
手机充电等便民服务。作为甬派的
展示窗口，“城市派对”8 家店门
口均设置特大号的户外手机屏，甬
派新闻实时推送。

与一般的街饮店不同，“城市
派对”的饮品用料讲究，不用奶
精，一律用新鲜牛奶调制而成，不
用果糖选冰糖，选用自然冻鲜果，
搭配的早餐也是低脂、低糖、现做
的健康欧包。夏日主推爆米花咖
啡、夏日薄荷蓝、芝士茉莉乌龙、
养眼莓果等四大爆款饮品。

【上接第1版②】
一 二 三 产 融 合 的 “ 魔 幻 之

手”，推动着我市农业全环节升
级 、 全 方 位 提 质 、 全 链 条 增
值，同时催生出新产业。近年
来，农业新业态成为我市农村
发展的新引擎。去年，我市乡
村接待游客 5100 万人次，同比
增 长 22% ； 营 业 收 入 50 亿 元 ，
同比增长 22%。

“调优结构活一产、巩固提
升联二产、多元发展促三产，通
过产业融合，我市的农业正开拓
出越来越广袤的增效新空间。”
市农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目
前，江北区正在创建全国农村产

业融合发展试点区，朝着“美了
乡村、好了城市、富了农民”的
目标前进。位于江北慈城的布兰
登堡合作社，种植了草莓、柑
橘、水蜜桃等，欧式风情的农
庄，让都市人流连忘返。负责人
李一尘表示：“我们就是要将农
区变景区、田园变公园、劳动变
运动、产品变礼品、农房变客
房。”

产业融合，必须有的放矢。
宁海力洋镇是我市柑橘主产区，
形成了从种植、加工到采摘的全
产业链。但加工后的橘子皮如何
处置，成了镇里的“大难题”。宁
波乡亲浓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蒋

坚科说，公司将橘子皮做成陈
皮 ， 占 据 了 日 本 市 场 80% 的 份
额。补上最后一个“缺口”，橘子
皮实现完美逆袭，全产业链终于
名副其实。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根
本。”市农业局负责人表示，当
前，我市农业正处在加快转变发
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
长动能的攻坚期。下一步，将鼓
励农业经营主体在产业合作的基
础上，推进农业与工业、旅游、
文化、科普、健康等产业的深度
融合，不断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
竞争力，构建我市绿色都市农业
新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