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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何峰 余姚记
者站谢敏军） 第二十届中国塑料
博览会昨天在余姚闭幕。本届塑
博会以“创新、合作、共赢——迈
向新时代”为主题，突出市场化、
专业化、品牌化、国际化和信息化
的导向，实现总交易额39亿元。

本届塑博会展览面积约 7万
平方米，展位 3400 个，设有塑
料原料、塑料机械、模具机床、
塑料制成品 （小家电）、智能机
器人等 5大展区，共有来自国内
外的 707家企业参展，展会规模
与参展企业均为历届之最。

作为本届塑博会主要活动的第
十四届中国塑料产业发展国际论坛
设1个主论坛和7个分论坛，共举办
专题演讲17次、各类研讨活动5场、
闭门会议2个，吸引了600余位企业
高管和知名专家前来参会。

本届塑博会期间，项目签约成
果丰硕，共有 17 个涉及大数据、
机器人、智能制造等领域的项目签
约，投资总额 30.95 亿元。同时，
各大展馆的塑料原料、机械等交易
成果喜人，累计吸引有效客商 2.9
万余人，同比增长 9.4%，实现总
交易额39亿元。

第二十届中国塑博会落幕
实现总交易额39亿元

本报讯 （记者陈青） 昨天，
首届中文原创 YA 文学奖在上海
童书展揭晓，我市作家王路创作
的《永不宽恕的背叛》获得首届
中文原创YA文学奖提名奖。

2017 年 11 月，二十一世纪
出版社集团联合麦克米伦出版集
团、阅文集团启动了首届中文原
创 YA 文学奖评选。YA，即英文
Young Adult（年轻的成年人）的
缩写。YA 文学主要是针对 13 岁
至17岁青少年的文学作品。

首届中文原创 YA 文学奖收

到来自海内外的作品近 300部。评
委会由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
记李敬泽，中国作协主席团成员、
安徒生奖获得者曹文轩等组成，经
过三轮严格的评审及网络投票，舒
辉波的《天使的国》获大奖，王路
的 《永不宽恕的背叛》、连城的

《豆蔻梢头》、石文芳的《少年笃的
流浪与放逐》、王天宁的 《跳舞，
在天台上》获提名奖。

评委会认为，王路创作的《永
不宽恕的背叛》故事情节完整、语
言平实、描写接地气。

王路创作的《永不宽恕的背叛》
获中文原创YA文学奖提名奖

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通讯
员徐良） 昨天上午,甬籍旅美艺
术家徐进作品展在宁波美术馆开
展，这是徐进在国内最大规模的
作品展。

徐进 1977 年考入浙江美院
（现中国美术学院） 油画系就

读，现在纽约与杭州设工作室进行
创作与展览活动。本次展览全面梳
理与总结了徐进近 40 年的创作历
程，囊括了素描、油画、文献记录
等90余件作品。

本 次 展 览 将 持 续 至 11 月 18
日。

甬籍旅美艺术家徐进作品展开展

本报讯（记者陈飞 通讯员
胡青蓝） 为加强“平安家庭”创
建工作，有效提高平安宣传的知
晓率、参与率和满意率，促进

“平安宁波”建设，前天下午，
我市举行了“平安家庭”知识竞
赛总决赛。

本次“平安家庭”知识竞赛
的主题是“建设家庭小平安，共
筑社会大平安”。竞赛内容主要

涉及“平安家庭”创建、反家暴
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
成年人保护法以及防盗防抢、防艾
滋、禁毒拒赌、反邪教、交通安全
等知识。来自 10 个区县 （市） 的
10个家庭代表展开了近2小时的激
烈角逐，最终鄞州区家庭代表荣获
第一名。鄞州区、奉化区、象山
县、宁海县、慈溪市荣获优秀组织
奖。

“平安家庭”知识竞赛决赛举行

昨天，首届全国皮艇球锦标赛在宁波文化广场举行了开幕式，来自
全国各地的19支男、女代表队的100多名皮艇球高手将进行为期3天的
角逐。图为比赛镜头。 （胡龙召 林海 摄）

全国皮艇球锦标赛开幕

前天，非遗舞龙课堂在海
曙区白云庄社区开课，白云庄
社区特别邀请了鄞州区大岙布
龙代表性传承人任国夫先生前
来指导。

（刘波 虞默之 摄）

舞 龙

本报讯（记者王珏 通讯员汪
董 葛俊杰） 组织石化机械重点企
业 14 家，先后奔赴辽宁石油化工
大学、西南石油大学等石化产业传
统强校；推出岗位 102 个，吸引
1100名学生竞聘，现场直签 106人
……日前，2018 年最后一场镇企
组团赴外招聘告捷。

石化机械产业是镇海重要经济
支撑。由于行业专业性较强，区内不
少企业面临专业技术人才“求而不
得”“后继乏人”的尴尬局面。为破解
这一企业发展难题，镇海区人社局于
2014年在全区120多家化工、机械制
造企业中组建赴外招聘“联盟”。5年
来，这支赴外招聘“联盟”的足迹遍及

哈尔滨、青岛、兰州、重庆等国内相关
行业人才集聚地，引才人数超 2500
名。从最初的校园专场招聘会扩大到
如今的教学实习、暑期实习、技术交
流，该举措在优化升级中有效缓解了
产业人才供需矛盾。

“好苗子太多了，参与组团每
次都能挖到企业需要的‘宝’！”镇

利化学人事经理徐英说，通过政府
搭台对接，院校专业设置与企业岗
位对口度非常高，由此提升了企业
招聘的精准度。三江益农今年首次
在外地大规模招揽人才。让副总经
理万超没想到的是，依托政校企合
作平台，企业推出的岗位还得到了
外国留学生的青睐。

组团赴外招聘模式，一面为镇
海企业提供“官方品牌”后盾，帮
助企业拓宽引才渠道，提高引才精
准度，一面将服务争效理念下沉至
引才一线。自 2017 年起，赴外招
聘“联盟”还采用就业协议网上鉴
证系统，实现千里之外即时直签。

精准选点 抱团出击

镇海5年赴外引才超2500名
昨天，市民在宁波美术馆参观徐进作品展。 （周建平 摄）

【上接第1版】
这对中德“小闺蜜”或许不知

道，促成她们友情的正是普罗姆波
先生。2004 年 9 月，在他的牵线
下，宁波外事学校与亚琛 PIUS 中
学建立了合作办学关系。当年 11
月，宁波外事学校高一年级德语班
的 25名学生与亚琛 PIUS中学的 25
名学生，通过 E-mail 进行一对一
的交流，讨论共同感兴趣的话题，
结成了跨文化的“成长伙伴”。此
后，两校学生“成长伙伴”的交流
互访就定为惯例。

“通过一年的网聊，我和家琦
已经是无话不说的好闺蜜了，后来
她到亚琛交流就住在我家，等我们
学校回访时，也特地安排我住在她
的家里，宁波烤鱼、白蟹年糕……
清一色的宁波菜，我吃得比谁都开
心。”莱奥妮笑着说。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重
在心相知，这也是普罗姆波最为看
重的工作。他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
说：“20 多年来，我做的工作很
多，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让两国
的年轻人参与了国际文化交流，我
联系了亚琛和宁波两个城市 3所中
学的 3个班级的学生彼此到对方城
市学习和生活，在几个月的交流学
习结束后，他们还保持着彼此的联
系。因为年轻人代表着未来和希
望，他们是我们的接班人，如果从
小给他们播下友好的种子，我相信
将来我们两个城市之间的友好关系
可以一直保持下去。”

友谊之路越来越宽广

“9000 多公里的距离，是否会
成为宁波、亚琛这两座姐妹城市交

流的阻 碍？” 2016 年 8 月 ， 德 国
《亚 琛 日 报》 在 题 为 《宁 波 -亚
琛，迸发友谊的火花》 的报道中
说，“过去 30 年来，两座城市间
开展的 700 多次交流活动告诉我
们，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上周，
我们又看到了一个两市交流的生
动例子：来自宁波两所中学的学
生代表团，不远万里来到亚琛进行
访问……”

在普罗姆波的带动下，越来越
多 的 宁 波 市 民 与 亚 琛 市 民 跨 越
9000 多公里的距离，开展了各个
层次的交流活动。很多宁波人定期
在德语俱乐部聚会、学习德语；近
百名宁波医护人员赴亚琛实习培
训；亚琛乌尔舒拉、海涅、查理曼
等中学的学生几乎每年与宁波小伙
伴见面；《十里红妆》《典妻》《宁
波瓯乐》等优秀地方剧在亚琛刮起

“宁波风”；宁波的干部赴亚琛进行
“洋挂职”，学习亚琛市政府在推动
德国工业 4.0 及企业转型升级过程
中的先进经验和做法；宁波 14 家
企业在亚琛罗伊蒙特街的“中国之
家”设立了分公司……

心相知，情相融。据不完全统
计，6000 多人直接参与了两市经
贸、教育、卫生等领域的合作交
流，普罗姆波率领的亚琛-宁波友
好城市促进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
作 用 。 盛 开 的 友 谊 之 花 延 绵 不
绝，把两市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给两市友好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新的
活力。

32 年的深厚友谊，见证了彼
此亲密无间的交流进步。叶荣钟相
信，未来宁波与亚琛必将开启更高
层次、更广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友
谊之路只会越来越宽广。

本报记者

11 月 8 日 ，本 报 记 者 暗 访 调
查，曝光了市机动车第三检测站的
年检乱象以及高新区欧宝花苑小区
外溢的地下污水和卓越圣龙技术有
限公司散发刺鼻气味等环保问题。
昨日，记者再次出动，对已曝光问
题的处理情况及其他区域的类似问
题进行深入调查。

机动车检测“猫腻”：
全面排查，切断“黄

牛”利益链条

一组记者再次来到宁波市机动
车第三检测站，发现附近依旧有“黄
牛”出没。一旦有车路过，“黄牛”就
会招手示意，“年检加环保，一共
200 元，一项不通过就不收钱”。记
者提出再去别处问问，“黄牛”则表
示“不用问了，都是这个价格，主要
看‘服务’”。

另一组记者则先后赶赴宁波市
机动车第二检测站和第五检测站了
解情况，周六年检车辆不多，门口醒
目处均挂有提醒牌，记者没有碰到

“黄牛”。但附近的居民告诉记者，今
年 9 月份，他曾在路边碰到过四五
个招揽“生意”的“黄牛”。“当时有位
大哥年检车灯有问题，‘黄牛’立马
围了过来。我 10 月份又路过那里，
那群人还在。”

当天下午，记者跟随市机动车
排气污染防治中心的工作人员赶赴
各大检测站，重点检查了汽车尾气
检测环节，注意到办事大厅醒目的

监控大屏，也发现了部分检测站检
测设备老化、上墙信息有错误或分
布杂乱、工作人员操作不够规范等
问题。

据了解，媒体曝光之后，市环保
局已对第三检测站汽车尾气检测流
程、操作规范及质控管理体系进行
全面检查，要求检测站就站内检测
人员、保安是否与“黄牛”勾结进
行内部排查，并对汽车尾气检测流
程、操作规范进行重新梳理，如发
现涉嫌违法犯罪问题，将移交公安
部门。

事实上，第三检测站附近确实
存在“黄牛”等中介人员，主要提供
年检手续代办服务。“该站门禁系统
会随机分配车辆检测车道，工作人
员固定在一个车道，工作时间内不
允许携带手机，致使‘黄牛’代办车
辆无法自由选择检测车道和检测人
员。此外，检测过程由计算机自动控
制，过程数据实时屏蔽，无法人为篡
改。”市环保局人士解释，“因此，我
们在日常巡检和视频核查中着重关
注检测人员的操作规范。自查过程
中的确发现了部分工作人员私自带
第二部手机进入工作车间的情况。”

目前，第三检测站已调取监控
视频、排查询问，查实存在物业保安
向车主介绍代办检测业务的行为，
随后与物业公司交涉，要求立即开
除涉事人员。据悉，市环保局今年因
检测人员不规范操作，已处罚三家
环检机构，共处罚金50万元。

针对“黄牛”向油箱内添加甲醇
或其他药剂的问题，市环保局人士
解释：“这是弄虚作假，仅对轻微超
标车辆有效，但改善尾气排放的效
果有限。此外，一旦发现向排气管中
塞清洁球的现象，该车辆将不予上
线检测。”

全面开展排查、治理之际，市环
保局总工程师吕焕春恳切地告诉记
者：“此次舆论监督敲响了警钟，今
后会加强双随机检查的力度，全面
普及监控大屏和记录仪，从根源上
切断‘黄牛’的利益链条。”

欧宝花苑污水外溢：
暂时缓解，筹建长效

管网管理制度

昨日下午 4 时左右，高新区欧
宝花苑小区地下污水外溢的原因已
经查明。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污水外溢系小区内大部分管道堵塞
所致。

从当日凌晨起，市环保局就协
调城管局、新明街道办事处和物业
服务企业紧急商讨解决方案，并赴
现场勘查。据了解，该小区已竣工十
余年，存在物业费低、业态复杂、物
业服务不佳等问题，业委会更换频
繁，出租户占比较高，今年 9月接管
该小区物业项目的宁波市鄞州联亿
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也尚未签订正式
的物业服务合同。因此，小区污水管
网未能进行全面定期的清理和维
护，餐饮污水、生活留脂、地面沙石
泥土等大量排放、长期堆积，逐年累
月淤积呈固化状态，导致管道内全
面堵塞。

由于该小区历史遗留问题多，
业主短期内没有条件聘请第三方专
业机构全面清理、排查管道，市环保
局研商后暂时落实调处措施，由属
地街道委托第三方专业公司进行管
道疏通，费用暂时由政府垫付。

目前，第三方专业公司已着手
排查管道现状，开展疏通工作，暂时
缓解了小区内污水管道外溢的状
况。此后，市环保局和街道将督促物

业服务企业尽快落实商铺餐饮油污
分离设施，建议业委会尽快选定物
业服务企业实施物业管理，加强地
下管网日常清理及维护，尽快建立
长效管网管理制度，还会引导业委
会牵头筹集资金，建立物业专项维
修资金账户。

“卓越圣龙”噪声废气扰民：
反复协商，企业已落

实防治措施

曝光之后，时不时产生噪声、还
会排放刺鼻气体的卓越圣龙技术有
限公司也在环保部门的督促下做出
了改变。

市环保局在第一时间派出了执
法与技术人员，会同属地环保部门
现场进行核查与监测。结果显示，9
日日间卓越圣龙东厂界的噪声值为
68.1分贝，夜间为61.8分贝，超过厂
界噪声排放标准（标准值为日间 65
分贝，夜间 55分贝），确认存在噪声
超标现象。为此，市环保局要求企业
进一步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在
企业东侧厂界增设隔声措施。

针对废气排放问题，市环保局
与该企业反复协商，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目前，企业已将收集的熔化废
气通过焚烧、水喷淋、光触媒处理后
高空排放，将收集的喷漆废气经水
喷淋、光触媒、活性炭处理后高空排
放，将自建废水处理设施处理过的
生产废水排入市政污水管网，同时
委托第三方单位制定多套废气治理
提升方案，目前该方案尚处于比选
阶段。“接下来，我们将持续督促涉
事企业加快噪声及废气提升整治力
度，确保整治到位，减少噪声及异味
对周边居民的影响。”市环保局副局
长瞿尔平说。

环保问题需要快查快纠
更需要长效机制
跟 踪 调 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