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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 日 星期日9 天气：今天阴有雨，山区有雨夹雪或雪；偏北风3级；2℃－5℃
明天阴有雨；偏东风3－4级

今日市区空气质量预测：优

甬派新闻客户端 中国宁波网手机版

第3版▶

据新华社西昌 12 月 8 日
电 12月 8日 2时 23分，我国在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
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嫦娥四号探测
器，开启了月球探测的新旅程。

嫦娥四号探测器后续将经历
地月转移、近月制动、环月飞
行，最终实现人类首次月球背面
软着陆，开展月球背面就位探测
及巡视探测，并通过已在使命轨
道运行的“鹊桥”中继星，实现
月球背面与地球之间的中继通
信。

嫦娥四号任务的工程目标，一
是研制发射月球中继通信卫星，实
现国际首次地月拉格朗日 L2 点的
测控及中继通信；二是研制发射月
球着陆器和巡视器，实现国际首次
月球背面软着陆和巡视探测。

嫦娥四号的科学任务主要是开
展月球背面低频射电天文观测与研
究；开展月球背面巡视区形貌、矿
物组份及月表浅层结构探测与研
究；试验性开展月球背面中子辐射
剂量、中性原子等月球环境探测研
究。

嫦娥四号开启人类
首次月背之旅
探测器后续将经历地月转移、近月制动、
环月飞行，最终实现月球背面软着陆

本报讯（记者孙佳丽 通讯员
张力拉） 昨天上午，宁波市新型光
电显示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揭牌和
项 目 签 约 仪 式 暨 2018 中 国 （宁
波） 新型显示关键材料与技术应用
论坛举行。7 日晚，省委副书记、
市委书记郑栅洁会见了前来参加活
动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黄维、欧阳钟
灿，创维数码董事会主席赖伟德等
院士专家和企业家。

郑栅洁对院士专家和企业家们
来甬参加活动表示欢迎。他说，促进
人才、平台、资本、生态的融合，加快

推动新型光电显示产业集群发展，
是宁波发展壮大实体经济的一项重
要举措。希望大家通过各种方式与
宁波开展科技合作、产业合作，共同
建设一批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平台、
大项目，不断提升宁波新型光电显
示产业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宁波市新型光电显示产业创新
服务综合体将聚焦基础薄膜、功能
性光学薄膜、OLED 有机发光材
料、先进涂布以及装备设计制造等
重点领域，联合全国知名创新服务
机构和重点企业，采取“技术创新

研究院+测试评价中心+中试开发
基地+企业孵化基地”的模式，打
造集研究开发、检验检测、标准信
息、成果推广、创业孵化、国际合
作、展览展示、教育培训等功能于
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未来三
年，综合体将新建一批技术创新平
台和创业孵化载体，孵化一批优质
创业项目，转化一批科技成果，引
进一批高层次人才及项目团队，培
育形成有较强竞争力的新型光电显
示产业集群。

在随后举行的新型光电显示关

键材料与技术应用论坛上，中科院
院士黄维、欧阳钟灿，宁波诺丁汉
大学副校长崔平教授等围绕新型显
示技术的发展方向、OLED有机发
光材料研发应用、量子点材料技术
发展、宁波新型光电显示产业定位
及布局等方面进行了主题发言。

会上，签订了高通量大尺寸和
柔性触控显示器件、5G专用通信材
料 LCP 树脂、TV 南德浙江区检测
中心、光电产业战略合作等项目。

施惠芳、刘长春参加相关活
动。

宁波新型光电显示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揭牌
郑栅洁会见部分院士专家和企业家

本报讯（记者王珏 通讯员
徐佳吉） 昨天下午，宁波市政府
与哈尔滨工业大学签订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将共建宁波智能装备
研究院，打造宁波市智能制造经
济发展的重大支撑平台。

哈尔滨工业大学是国家首批
按照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目标重
点建设的 9所大学之一。学校科
研实力位居全国高校前列，在航
天、机器人、装备制造、新材料
等领域取得了一批重大标志性成
果。双方将结合“数字宁波”建
设高端产业发展需求，重点推进
智能化高端电子制造装备、智能
机器人系统、智能增材制造装
备、人工智能共性技术等领域的

研发和产业化。
双方还将共建宁波智能装备研

究院，通过开展智能制造的产业技
术研究、关键技术和产品研发、产
业化推广应用等，创建新兴先导产
业、创立名牌产品、培育创新企
业，在宁波形成一定规模的人工智
能及装备产业集群。今后，宁智院
将力争成为一流的人工智能及装备
产业创新高地和有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中心。

据悉，本次合作经镇海籍中科
院院士包为民牵线搭桥并在各方努
力下促成签约。根据协议，镇海区
人民政府具体负责双方合作事宜，
哈工大智能控制与系统研究所为双
方合作提供技术研发支撑。

市政府与哈工大
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共建宁波智能装备研究院

本报讯 （记者朱宇 徐展新
江北记者站张落雁） 在昨日上午举
行的宁波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上，大
连理工大学宁波研究院正式揭牌。
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郑栅洁，国
家市场监管总局党组成员、国家知
识产权局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申
长雨，大连理工大学党委书记王寒
松，大连理工大学校长、中国工程
院院士郭东明出席。

今年 6月，宁波与大连理工大
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推进包
括建设大连理工大学宁波研究院在
内的五大领域合作。该研究院位于
江北区，将于明年下半年投入运
行，成为甬江科创大走廊的重要科
研平台。

郑栅洁在致辞时说，大连理工
大学是世界一流大学 A 类建设高
校、国内知名的“四大工学院”之
一，优势学科、发展方向与宁波主
导产业、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宁波
与大连理工大学的合作，是名城与
名校的强强联合，是产业与科技的
互补融合，只要双方互相支持、真
诚合作，一定能够取得预期的合作
成果。期待大连理工大学的教授专
家和校友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多
出金点子，多提好意见，为宁波高
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欢迎大连
理工大学校友经常关注宁波、全面
了解宁波，发现合作机会，参与宁
波发展，与宁波共创美好未来。郑
栅洁表示，只要是大连理工大学和

各位校友有项目在宁波落户，只要
是各位教授专家来宁波讲学或开展
学术交流、科研转化等活动，我们
一定创造良好条件、提供一切便
利。

申长雨说，作为中国著名的院
士之乡，宁波高度重视产业转型和
科技创新。大连理工大学与宁波开
展战略合作，是找对了地方、选对了
人。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共同
把大连理工大学宁波研究院打造成
服务宁波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科研
平台。国家知识产权局全力支持双
方的产学研合作，为宁波营造更好
的创新环境和营商环境提供保障。

王寒松说，大连理工大学的学
科专业与宁波的产业契合度非常

高，双方已经在多个领域开展合
作，取得多项创新成果。大连理工
大学将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
地方经济发展为使命，稳步推进与
宁波的跨地域强强合作，共同建设
重大科研平台，汇聚全球高层次人
才，推进重大成果转化，与宁波一
起实现高质量发展。

研讨会安排了高质量发展主题
访谈，中国工程院院士、大连理工
大学教授蹇锡高和加拿大工程院院
士、多伦多大学教授孙钰作了主题
报告。与会代表还实地考察了宁波
惠之星新材料有限公司。

市领导施惠芳、陈炳荣，大连
理工大学领导宋永臣、毕明树、姚
山等出席。

宁波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举行

大连理工大学宁波研究院揭牌
郑栅洁申长雨王寒松郭东明出席

12月8日2时23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
箭成功发射嫦娥四号探测器，开启了月球探测的新旅程。

（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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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背面长啥样 嫦娥带你去瞧瞧

本报讯 （记者王岚 通讯
员王力平） 记者昨天从 96390清
泉热线获悉，供排水集团已启动
应急预案，组建由 500余名党员
骨干参加的 6支抢修小分队，调
集 120 辆抢修车、8 辆送水车。

除了加强对区域内供水设施，特
别是边远农村地区的巡查外，还
24 小时保障管网抢修工作，无论
何 时 ， 只 要 一 有 管 网 爆 漏 的 信
息，抢修队伍就会第一时间赶去
修复。

供排水抢修分队整装待发

本报讯（记者徐展新 通讯
员翟宝峰） 昨日，四明山区出现
3 至 5 厘米的积雪，高海拔山区
部分道路结冰。我市电力部门
启动应急预案，积极部署低温
雨雪天气期间电力安全生产工
作，并安排应急人员 24 小时值
守待命救援，备足抢险物资，
应对可能出现的雨雪灾害。

昼夜温差大、空气湿度大的山
区，是线路“覆冰”的高发地区。
一旦出现“覆冰”，可能导致冰闪
跳闸，杆塔变形、断线等设备损坏
事故。为此，多支巡线小组冒着雨
雪进入四明山区，针对山区输电线
路展开特巡，使用望远镜、测温仪
等设备对绝缘子和输电线路进行详
细检查，确保安全无虞。

电力工人巡线“抗覆冰”

本报讯（厉晓杭 虞南） 昨天白天，宁波市区陆续飘起雪花，至晚，雪越下越大。根据监测，截至昨晚8时，我市平原部分地区出现雨夹雪或
雪，北部局部出现1至2厘米积雪，山区积雪2至6厘米，上王岗和达蓬山积雪6厘米。预计今天上午雨夹雪转雨，高海拔山区有积雪和道路结冰，
新增积雪3至5厘米。昨晚，市气象台发布道路结冰黄色预警。

本报讯（记者张燕 通讯员冯
叶）入冬后的第一场雪从昨天下午
开始影响我市交通。

下午 2时，因冰雪及道路阻断
影响，我市公交线路停运6条，缩线
5条，主要涉及四明山区。其中余姚
停运 6 条：为 532、513 及四明山区
间4条；缩线2条，为619、621。海曙
缩线3条：613-1、613-2、613-3。

地方公路方面，据市公路局路
网中心消息，积雪封道2处，分别为
慈溪三海线去五磊寺小路（村道）和
余姚浒溪线51公里+750米至99公
里+950米处双向封道。截至记者发
稿时，宁波境内其他地方公路未明
显受低温降雪天气影响，通行正常。

从昨晚 7时起，高速公路受影

响明显。G15甬台温高速受雨雪天
气影响，事故多发，沿线姜山、奉
化、西店、宁海、宁海南双向进口关
闭；G15甬台温高速二期往宁波方
向 1545 公里处因追尾事故，后方
有 2.5 公里缓行。S19 甬台温复线
沿线进口（横溪、塘溪、咸祥、象山
北、象山）全部关闭。晚 7 时 45 分，
G15 杭州湾跨海大桥南连接线慈
城到庵东沿线进口 ETC 车道关
闭，“两客一危”限行；G1501绕城高
速西段横街、宁波西、朝阳进口对

“两客一危”车辆限行；S20穿好高
速沿线进口对“两客一危”车辆限
行。

昨晚8时，S8慈余高速由于雨
雪天气影响，全线进口关闭。

部分公交线路停运、高速限行

电力工人在余姚大岚镇夏家岭地区冒雪进行巡视和测温工作。
（翟宝峰 徐展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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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艘载人潜水器
支持母船“深海一号”下水

雨雪持续，我市拉响道路结冰预警

外交部召见加拿大驻华大使
就加方无理拘押华为公司负责人
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