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保障2018宁波尼斯嘉年华活动的顺利举办，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的有关规定，决定自
2018年9月19日起至2018年10月10日止，对江北湾头区域湾
头路、星湖路、甄隘路实施交通组织调整，具体内容如下：

1、00:00-24:00，星湖路（北湾头路—南湾头路）段禁止机
动车双向通行；

2、00:00-24:00，湾头路（江湾路—星湖路）段禁止机动车
由西往东通行；

3、00:00-24:00，甄隘路（星湖路—下江路）段禁止机动车
由东往西通行，万象华府小区车辆在南半幅道路双向通行。

4、受限车辆请绕行湾头路、下江路等道路。
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配合现场交通

管理人员指挥，遵照现场交通标识指示通行。
特此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宁波·尼斯嘉年华活动组委会办公室

2018年9月15日

关于尼斯嘉年华项目配套交通管制一期的公告
（2018年第77号）

为确保 S318 甬梁线余姚段（杭甬高速大隐出口至路政陆埠中
队）（K15+052-K27+600）大修工程的安全、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规定，决定
对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管制时间：2018年9月15日至2019年8月31日。
二、管制措施内容：
1、实行逐段半幅路面施工、半幅路面交替双向通行的方案；
2、施工路段限速20公里/小时；
3、施工路段禁止车辆停放；
4、施工路段禁止黄牌类货车通行；
5、管制时段内，确属生产生活保障需要的黄牌类货车进入通

行，需申请专用通行证，咨询电话：0574-62866811，陆埠交警中队。
三、根据道路交通流量的实际情况，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对管

制的时间和路段进行适当的调整。
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上述规定，严格按照交通标志和现场交

通秩序维护人员的指挥通行。
宁波市公路管理局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余姚市公路管理段

余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18年9月15日

关于S318甬梁线余姚段（K15+052-K27+600）
大 修 工 程 施 工 期 间 实 行 交 通 管 制 的 公 告

2018年第76号
因宁波轨道交通 2 号线二期红联段工程项目建设需要，

宁波市北仑区小港街道渡口路部分房屋列入征收红线范围。

经调查，位于北仑区小港街道渡口路97号商业用房未经产

权登记，该处房屋为牟锡康于上世纪90年代初从小港街道红联

村经济合作社购入，其间未办理个人产权证，现占有人为顾春燕

（身份证号：330206197908244628），顾春燕称其于2011年从牟锡

康处购入该房（房屋面积36.856平方米，自购入起一直由本人占

有），同时结合该房屋产权有关证明材料，拟确认小港街道渡口

路97号商业用房所有权人为顾春燕，并予以公告。

经调查，位于北仑区小港街道渡口路95号商业用房未经

产权登记，该处房屋为王明海于上世纪90年代初从小港街道

红联村经济合作社购入，其间未办理个人产权证，现占有人

为王海霞 （身份证号：330206197604154623），王海霞称其

于 1999年从王明海处购入该房 （房屋面积 39.81平方米，自

购入起一直由本人占有），同时结合该房屋产权有关证明材

料，拟确认小港街道渡口路 95 号商业用房所有权人为王海

霞，并予以公告。

经调查，位于北仑区小港街道渡口路105号商业用房未经产

权登记，该处房屋为徐国芳于上世纪90年代初从小港街道红联村

经济合作社购入，其间未办理个人产权证，现占有人为叶永定

（身份证号：330206196509274614），叶永定称其于1997年从徐国

芳处购入该房 （房屋面积39.81平方米，自购入起一直由本人占

有），同时结合该房屋产权有关证明材料，拟确认小港街道渡口

路105号商业用房所有权人为叶永定，并予以公告。

公告时间：2018年9月15日—2018年10月14日。

在此期间，其他单位或个人如有异议，请携带相关证明材料

向宁波市北仑区小港街道支援大工程项目建设工作指挥部书面提

出。

联系地址：北仑区小港街道支大指挥部（陈山新村257号）；

联系人：朱老师 联系电话：0574-86785929 86785792

宁波市北仑区（开发区）房屋征收办公室
2018年9月14日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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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何峰 余姚记者
站谢敏军） 日前，余姚市经信局组
织金融办、中国人民银行余姚支行
及试点银行的相关负责人，就“中
小企业授信‘最多跑一次’金融服
务系统”建设进行会商。借助这一
平台，银行可以快速掌握贷款人的
动态信息，做好贷前风险评估和贷
中监测，贷款人也可免于跑部门、

打证明。这一平台是余姚城市大数
据平台建设从数据归集向应用开发
推进的一个缩影。

余姚 2016 年组建数据建设团
队，引进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刘
世平博士领衔的吉贝克公司，在宁
波率先启动城市大数据平台建设，
并于去年 10 月实现平台上线。截
至目前，46 个部门的重要数据已
纳入平台，数据项为 1343 项，记
录数超过8.1亿条。“通过引导各部
门参与数据共享、网上审批、互联
互通，打破了数据壁垒，让数据

‘跑’起来，成为有价值的‘活
水’，从而提高为民办事效率、降

低政府管理成本。”余姚市经信局
互联网中心主任郭泉泉说。

随着城市大数据归集基本完
成，各项应用开发正在推进，各部
门共享、应用大数据的氛围正在余
姚逐步形成。目前，余姚已有 9个
部门通过平台申请共享了 1630 万
条数据。大数据平台运营团队去年
年底了解到，居民死亡后，各项信
息往往滞后几个月才上报，导致出
现死亡人员低保补助仍继续发放的
情况。经过多次调研，团队在村、
社区找到了突破口：村、社区工作
人员获悉人员死亡信息后，第一时
间在“死亡人口数据库”录入信

息，以便人社、民政等部门能实时
按照规定停发各类补助。这一举措
解决了各部门在数据搜集和处理中
的滞后问题，堵住了财政支付漏
洞。

目前，余姚正全力推进应用
开发，将城市大数据平台建设成
全国县级市样板。截至上月底，
余姚市死亡人员信息库、考核办
目标考核管理系统、市公安局数
据碰撞分析系统等 20 个应用已开
发完毕并通过验收，企业绩效评
估系统、人社局医保资金审核系
统、教育局中小学入学报名系统
等正在开发。

46个部门8.1亿条数据成为有价值的“活水”

余姚让城市大数据“跑”起来

记者 蒋炜宁
通讯员 王 超

【人物名片】
傅汝雅，宁波市十五中学教

师，荣获浙江省中小学师德楷模。

【获奖感言】
从教 30 多年最自豪的莫过于

我见证了孩子们在初中 3年经历的
种种考验，看到他们成长过程中的
一幕幕喜怒哀乐。我觉得在成就学
生的同时也成就了自己！

当英语教师 30 年，曾在偏远
农村学校执教 7年，连续担任班主
任 22 年，后年即将退休的傅汝雅
却毅然选择再带一届学生，陪伴他
们一起从学校“毕业”。

教师节，历届学生送来的祝福
让她沉浸在幸福中，曾经“叛逆”
的学生宋加羽的祝福语更让她流下
了欣慰的泪水，初中 3年师生间的
往来书信一直收在她的办公桌抽屉
里。3年前刚到班上时，宋加羽不

仅自己不好好学习，还影响周围的
同学，叛逆的性格让所有任课老师
头疼。傅汝雅给予他更多关注和信
任。当时她经常上门家访，最多时
一周去了宋加羽家 4趟。傅汝雅发
现他喜欢数学，就跟数学任课老师
商量，每天给他出难度较大的附加
题。傅汝雅总会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夸宋加羽，久而久之他有了自信
心，也找到了学习的乐趣。9 月 7
日宋加羽特意约了同学一起去看望
老师，向学弟学妹畅谈感受时，说
得最多的就是“我感谢傅老师”。

傅汝雅的班级里曾有个优秀的
孩子：学生会主席、国家二级运
动员，学习成绩优异。作为班级
骄傲的他却在中考百日冲刺时考
砸了。“当时恰逢海曙区中学生运
动会举行，因成绩下滑他对是否
参赛犹豫不决，我告诉他一定要
去。”傅汝雅回忆道。结果如她所
料，孩子获得了男子跳远冠军，还
打破了比赛记录，重拾信心。

对孩子要因材施教，让每朵花
向阳开放，这是傅汝雅的从教理
念。成为班干部是件很有荣誉感的
事，在任班干部期间孩子们的责任
感、自信心都能提升，于是她在班

上设置班干部轮流制，每个孩子都
有机会管理班级。学生小李曾在班
上成绩垫底，在担任卫生干事期间
变化很大，格外认真负责，最后成
为全班同学心目中卫生积极分子的
首选。傅汝雅说，成为班干部也许
只是孩子们的一个小梦想，而在这

个过程中学到的踏实做事的态度将
一生受用。

年年当班主任很辛苦，但每每
有孩子向她倾诉成长的烦恼、学习
的苦乐，这份信任瞬间又会让她激
情满满地投入工作，奔波在育人的
路上。

让每一朵花向阳开放
甬城师德楷模

傅汝雅老师正在上英语课。 （蒋炜宁 王超 摄）

本报讯（记者徐欣 杭州湾新
区报道组卓松磊） 杭州湾新区又添
交通大动脉。昨日，记者从相关部
门获悉，随着滨海四路桥近日正式
通车，该区五桥二路建设目前已基
本完工，极大改善了新区市民的出

行条件和生活环境。
滨海四路桥跨越陆中湾江，连

通世纪城主干道金源大道与产业
区块兴慈八路，是连接商务新城
区和高端产业集聚区的重要枢纽
桥梁。滨海五路跨陆中湾江桥也

于不久前开通，两座桥梁的通车
打通了滨海四路、滨海五路这两
条“断头路”，让新区交通“活血
通淤”。

五桥二路中新建的 5座桥梁造
型从海涂之地汲取灵感，设计为海

浪、海帆、海鸥、海网及灯塔，彰
显浓郁的美丽湾区特色。

上图为刚通车的滨海四路桥
（海浪翻飞造型） 和不久前通车的
滨海五路桥 （海帆造型）。

（卢世忠 徐欣 摄）

美丽湾区再添“彩虹”

记者 黄 合
通讯员 勇祖轩

【人物名片】
邹宁，1960 年出生，2013 年作

为甬商回归创办宁波复能新材料
有限公司，曾获浙江省“经营管理
大师”、市级“科技甬商”等荣誉。

【见证故事】
在民营企业家邹宁身上，我

们可以看到甬商特有的务实勤
勉——年少时外出打拼，在商
场沉浮多年，在知天命的年纪回到
家乡，实现自己实业报国的理想。

2013 年，邹宁在杭州湾新区
创建了宁波复能新材料有限公司。
在稀土领域浸润了近 20 年，他的
目标很清晰，就是借助“最强大
脑”，让先进技术在宁波实现产业
化。

2013 年，求贤若渴的邹宁结
识了李卫院士。作为我国著名的永
磁材料专家，李卫院士曾先后主持
和参加 30多项国家攻关项目、863
重大专项、国际合作课题等，5 次
获得包括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在
内的国家级奖励。

面对这样的行业“大咖”，邹宁
捧出真心，反复上门沟通交流。终
于，在2014年10月，公司和李卫院
士研发团队签订了“新型双主相高
性能铈磁体的制备技术与产业化”
技术开发项目，开启了双方合作的

“蜜月期”。
“在过去，高稳定铈磁体制备

存在一系列技术难题。李卫院士团
队用了近 10 年的基础研发，终于
攻克了该难题。对于我们企业来
说，就是要根据市场需求，将这一
成果落地转化和应用，推动永磁材
料技术不断进步。”邹宁说。

2016 年，公司又与李卫院士
签订共建院士工作站协议，双方共
同组成研发团队，以高端智力为牵
引，进一步让技术创新成为驱动企
业发展的“引擎”。

“院士的柔性引进，让我们整
个生产线‘焕然一新’。”邹宁表示。
短短 5年，复能新材料有限公司成
为行业后起之秀，成功实现新型铈
磁体的产业化，稀土平衡利用技术
取得重大突破，推动产品向资源节
约型和技术创新型转变，使我国永
磁材料可用稀土资源翻一番。

“在企业发展的关键时刻，我
们走对了关键一步。”目前，邹宁除
了继续和李卫院士深化合作之外，
还与哈工大等国内研发机构合作
开展铈磁体的高端应用方面的研
发，企业未来两年的研发经费投入
将突破5000万元。

【建议期待】
宁波素有“院士之乡”的美誉，

希望宁波的民营经济和创业元素
能够和院士的高端智力无缝对接，
依托高端智力和先进技术，抢占先
进制造和产业发展的战略制高点。

牵手院士，从科技中找竞争力
——才涌宁波之我“见”系列(三)

本报讯（记者陈章升 通讯员
岑海群 何晨薇）前日，慈溪市政
府与巍德谊产品检测技术（上海）
有限公司、北京鉴衡认证中心有
限公司签订框架协议，就 VDE 鉴
衡华东综合检测基地项目达成合
作意向，将共同打造华东地区首
个国际权威认证 VDE 综合性实
验室。不久后，慈溪企业在“家门
口”就能进行产品国际一流检测
认证，加快布局国际市场。

德国 VDE为德国半官方的电
子电器工业协会，是全球著名的工
业电器产品检测和认证机构。目
前，有 50 个国家的 20 万种电气产
品获得VDE标志。“VDE认证是产
品进入德国市场的‘敲门砖’，它有
利于提高产品的国际认证附加值

和国际市场竞争力。”慈溪市商务
局有关负责人说，VDE 鉴衡华东
综合检测基地项目将建设成为具
有家电、照明、IT、汽车电子、光
伏、电机、电磁兼容、机器人等产品
检测认证资格和能力的国际一流
实验室。

VDE 鉴衡华东综合检测基地
项目建成后，慈溪企业产品的检测
周期有望大幅缩短。“以前，我市企
业要拿到VDE认证，都是将产品直
接寄往德国。认证时间往往需要几
个月。”宁波高正电子有限公司总经
理丁高松说，“这个检测基地能让企
业更加清楚地了解德国乃至欧洲市
场对相关产品工艺的标准要求，进
一步提升自身制造工艺水平，加快
产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

打造华东地区首个国际权威认证VDE综合性实验室

慈溪企业在家门口就可拿到
德国市场“敲门砖”

本报讯 （记者崔小明 朱军
备 通 讯 员徐迪） 昨 天 下 午 ，

“2018 全国户外运动产业发展大
会”在东钱湖畔开幕，同时进行
的还有户外休闲产业与城市发展
高峰论坛等。来自全国各地的山
地、水上、航空、冰雪、汽车等
户外运动行业代表及嘉宾约 400

人参加了此次大会。
本次大会主要由三大活动构

成，分别是户外休闲产业与城市发
展高峰论坛、圆桌会议、宁波市体
育产业招商引资推介会。昨天上午
还举行了环湖健步大会、水上嘉年
华活动，晚上举办了户外音乐会、
班夫户外电影展播等活动。

全国户外运动产业发展大会开幕

本报讯 （记者林海 通讯员
徐迪） 以“倡导全民健身，发展
体育产业，打造健康宁波”为主
题的 2018中国 （宁波） 体育产业
博览会昨日在宁波国际会展中心
开幕。

本届“体博会”主要包括展
览展示、高峰论坛、同期赛事等
内容。

作为博览会的重要板块，本
届体博会展览展示面积1.8万平方
米，共设知名企业馆、户外运动
专馆、体育产业综合馆等 3 个场
馆 8 大 展 区 ， 集 中 展 示 体 育 器
材、场馆设施、户外运动、体育
旅游、互联网+体育等相关板块
的最新最前沿的产品、技术与运
营经验。

中国（宁波）体育产业博览会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