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王博 通讯员
陈力文） 记者昨天从鄞城集团获
悉，位于奉化江畔的鄞滨生态公
园 （一期） 工程基本完工，即将
与市民见面。

鄞滨生态公园北起杭甬高速
公路，南至鄞州大道，西邻奉化
江，东至滨江路、泰康路，全长
约 5.5 公里，总面积约 25.7 公顷，
沿江绿带宽10米至80米。一期工
程地处杭甬高速公路与四明西路
之间，长约 0.9 公里，面积约 7.1
公顷，由滨江路以西沿奉化江滨
江景观带和滨江路东侧街头绿地
两部分组成。

据鄞城集团相关工作人员介

绍，该公园的设计充分彰显了生
态环保理念：使用透水地面铺
装、透水混凝土路面、透水塑胶
跑道等元素，充分体现了“海绵
城市”的理念；公园灌溉系统引
入了污水处理厂的中水，补给景
观植物灌溉及厕所用水……

公园内种植了色叶乔木、花灌
木、地被草本及花海植物 70余种，
不仅能营造出“春生、夏盛、秋丽、
冬雅”的景观效果，还能调节区域
内小气候。此外，鄞滨生态公园将
充分结合周边环境，以“可游、可
跑、可骑”的三线低碳方式贯通全
园，串联起三江六岸完整的景观体
系和公共空间体系。

中心城区又添“森林氧吧”
鄞滨生态公园（一期）将与市民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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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晨凯

7月1日，修订后的 《宁波市
非机动车管理条例》 正式实施首
日，我市公安交警部门查处驾乘
电动自行车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
盔等违法行为，截至当天下午 3
时，全市共现场查处此类违法行
为 9611 起，电子警察抓拍 850 起

（7月2日《宁波日报》）。
超万人被处罚，说明不戴头

盔是普遍现象。不戴头盔，处罚
和教育自然必要，但对戴了头盔
的人，也有必要问一句：你为啥
戴头盔？可以肯定，相当一部分
人戴头盔是为了应付检查。比
如，新闻中交警拦下的一老一
少，爷爷戴了头盔，孩子没戴，

爷爷表示“知道要戴，但不知道
小孩子也要戴”。这句话说明：戴
头盔是一种应付手段，若真是考
虑安全，又怎会忽略孩子？

再比如，最近共享电动自行
车车筐里，头盔也成了“标配”。
东西有了，但愿意戴的人还是不
多，有些人远远看见有交警了才
戴上，过后又摘下来。原因不难
理解：最近宁波雨水多，很多头
盔湿漉漉的，擦干戴上较麻烦；
有的则是天热图凉快，或者骑行
距离不远，觉得没必要戴。

骑行者不戴头盔，理由各有不
同。为啥戴头盔？答案就是：为了安
全。每个骑行者应明白，不管何种
理由，不戴头盔是对自己、对家人、
对他人极不负责的行为。而让骑行
者对戴头盔从应付到认可、从不适
到习惯、从被动到主动，需要宣传、
教育、曝光、处罚持之以恒，成为常
态。相信，时间久了，大家的好习惯
自然而然会养成。

你是为啥而戴头盔？

本报讯（记者黄程 杭州湾新
区报道组黄贲） 记者从宁波慈星股
份有限公司获悉，该公司与中船重
工 716所合作，历时两年，成功研
制出国内首个3D缝纫机器人。

一直以来，我国缝制设备行业
在自动化、微电子技术、传感技术
等高新技术的应用方面与国际先进
水平存在一定差距，慈星 3D 缝纫
机器人的成功研制成为补齐短板的
一个良好开端。据悉，这项技术先
后攻克了机器人缝纫控制技术、视
觉识别技术以及系统集成技术，它
将生产效率提高了50％。

记者在慈星公司看到，这个
“大家伙”非常灵活：按下启动
键，机械臂可以准确地将缝纫机头
送到设定的空间位置，缝纫机头快

速地将摆放好的布料进行激光扫
描，并精准地沿轨迹缝纫，缝纫完
后机械臂还不忘自动把缝线剪断。
整个缝纫过程只有几分钟。

不仅如此，系统还自带视觉扫
描缝纫轨迹自动修正功能，可以减
小误差。“缝纫机器人可以将物料
进行固定后，自动识别缝纫位置后
自己从四处‘跑’起来。”项目经
理吴焕森说。

汽车内饰生产目前依然需要大
量的人力劳动。像汽车中控台蒙皮
的缝纫，生产效率高低、缝合效果
好坏严重依赖工人的熟练程度，而
3D 缝纫机器人能够自动识别缝纫
位置，并进行空间自动化缝纫。

“3D缝纫机器人通过不同的缝
纫机头还可实现多种应用，如汽车仪
表台、飞机舱门、整流罩、风电风叶层
间加强等方面。”慈星集团副总经理
李立军介绍，利用自主技术和本地化
服务优势，和国外同类产品相比具有
显著的性价比优势，在汽车内饰生产
及航空航天复材缝纫等领域具有广
阔应用前景。

慈星研制出国内首个3D缝纫机器人
在汽车、航空航天等领域应用前景广阔

记者 张昊 通讯员 任社

今年 4月底，中国工程院公布
了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由中
国科协提名的宁波天生密封件有限
公司董事长励行根名列其中。他也
成为宁波企业中首位院士候选人。

掌舵慈溪一家只有 100多名员
工的“小企业”，何以能入围院士
候选人，并两度问鼎国家科技奖？

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因密封圈失
效导致爆炸，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

生泄漏事故……“密封件虽然很小
很不起眼，但是一旦有问题就会出
大事，是灾难性的后果。”励行根
告诉记者，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小小
的密封件，被国外公司垄断了半个
多世纪。

12 年前的一段故事，至今让
励行根历历在目。2007 年秦山核
电站的一次竞标中，宁波天生的密
封垫片产品以高出美国公司 20 分
的优势中标，但美方却以不提供

“核电站反应堆压力容器 C 形密封
环”要挟核电站更改中标结果。

C形密封环是用于核反应堆放
置核燃料的压力容器。正是这直
径 4 米多的密封环，把反应堆的
筒体和端盖密封起来，保证核电
站安全运行。当时中国没有公司

能够生产这一核心零部件。无奈
之下，秦山核电站只好决定同时
购买中国和美国公司的密封垫片
产品。

励行根的内心被深深刺痛，这
也成为激励他挑战这个顶级难题的
契机。

励行根带领团队埋头开始了技
术攻关。为了获得宝贵的实验参
数，他基本上在实验室吃住，一项
项的实验反复试，一个个数据反复
做，一做就是好几年。

2015 年 12 月 3 日，由宁波天
生研制的我国首个国产C形密封环
被安装在秦山核电站方家山 1号机
组反应堆压力容器上，打破了国外
的技术封锁，让中国把核电安全阀
的生产技术牢牢握在了自己手中，

同时还创造了世界上最低泄漏率的
安全水平，让国外同类产品报价降
低了 50%至 70%。一家世界知名的
同行企业闻讯来到慈溪商谈收购，
开出高价，但被励行根断然拒绝
了。

“宁波天生成长在中国，二十
多年来倾注了整个技术团队和无数
行业人士的心血。企业不光属于我
个人，也属于中国的核电事业。不
管 出 多 少 钱 ， 我 都 不 会 卖 掉
它。”励行根说。

如今，励行根把目光投向了
“高温高压连接器”的研发生产。
他向记者透露，这项新技术不仅体
积更小，还能提高产品的安全系
数，将是对密封技术的一次颠覆性
突破。

入围院士候选人背后：小企业的大担当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张土良）“放学了，孩子谁接送？
谁照管？”记者昨天从市教育局了
解到，今年 9月起，全市小学将全
面实施放学后校内托管服务，切实
帮家长解难。

目前，宁海、镇海、象山已全
面实施校内托管服务，三个区县
111 所小学中共有 79 所小学 3.9 万

余名小学生接受托管服务。鄞州、
海曙、江北、慈溪已出台文件，高
新区、东钱湖、奉化、北仑、余姚
等地将在暑期出台文件，确保今年
9月全面启动实施。

据悉，校内托管报名由家长向
学校提出申请，自愿申报，学校进
行审核。托管时间原则上为下午放
学后至当地机关、企事业单位下班

时间，鼓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和家
长需求，适当往后延长。学校组织
的校内托管服务以学生自主活动为
主，主要是组织学生自主阅读、课
后作业、体育锻炼等，不搞集中辅
导、上课。

校内托管服务采取适度政府补
一点、家庭出一点的经费筹措模
式，对经济困难家庭，可参照学生

资助政策予以减免。鄞州、海曙、
江北确定每生每月收费100元。

记者了解到，在开展校内托管
服务的基础上，我市鼓励支持各地
依托社区和社会组织，推出“快乐社
团”“青少年成长乐园”等多种形式
的“四点钟学校”。据统计，目前全市
有 223所小学的 11.6万余名小学生
参加“四点钟学校”活动。

解决小学生放学后的接送难题

宁波9月全面实施校内托管服务

慈星慈星33DD缝纫机器人缝纫机器人。。 （（黄程黄程 黄贲黄贲 摄摄））

昨天下午，市公交总公司修理工袁哨的母亲，全国劳模、优秀共产党员、老公交人马玉青，
为驾驶员、修理工上了一堂以“忆初心、话担当”为主题的车厢微党课。

（赵路 徐能 摄）车厢微党课

与宁波共成长
——我才甬现

记者 董小芳 通讯员 吴燕飞

“上半年小区停车费的收入，
都用到哪儿了？”近日，江北区甬
江街道包家社区，一场六方联席
会拉开帷幕。

“这件事情，物业公司有公示
吗？”听完业委会代表的提问，社区
环境与物业管理委员会一方追问。

“装了停车系统后，增加的停
车收入有 3 万多元，基本上用在
了更换小区硬件、垃圾清运、人
工成本等日常开支，没有其他支
出。”物业方回答。

业委会一方紧接着发言：“停车
费作为小区公共收益，要求必须有
本清晰的‘明白账’，支出、收入都要
及时公示。按照规定，物业收支要半
年公示一次，大家一起监督。”

无论社区大小事，摆上桌子
摊开说。六方联席会议成了包家
社区居民发声、知情、参与社区
事务的重要渠道。

“居民有猜疑，多来自不透明
导致的误解；社区微腐败，也是
来自不透明导致的侥幸心理。从源
头上杜绝微腐败，打消群众的猜疑
和担心，不如把一件件事情摊开
来，说清楚、讲明白。”社区书记石
金贺介绍，包家社区是撤村建居以
后建成的农民安置社区，有上千户
居民，为了提高居民参与社区事务
监督的积极性和参与度，社区在街
道纪工委的指导帮助下，组建了
六方联席会。

据悉，“六方”包含居委会、
物业公司、业委会、环境与物业
管理委员会、社会组织、社区党
组织等，所有人员岗位不交叉、不
重叠，相互约束。其中环境与物业
管理委员会是全市首创，成员都是
从社区党员中推选出来的，主要负
责监督、协调物业和业委会高效履
职，化解纠纷。同时，包家社区也依
托党组织牵头，邀请综合执法人员
进小区。目前，已建立公安、住建、
市场监管等部门共同参与的“管
理联动”执法机制，大大规范了
生活杂物乱堆放、违规加装防盗
窗等顽疾。

社区大小事 桌面摊开说

本报讯 （记者徐展新 通讯
员应剑涛） 昨日下午，宁波诺丁
汉大学、中国电信宁波分公司、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三方签订5G建
设与应用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计
划构建高速、安全、泛在的5G移
动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加快将宁
波诺丁汉大学打造成5G智慧高校
示范区。

此次确定宁波诺丁汉大学为
宁波5G业务布局的重点区域，率

先在该校开展高校5G移动通信网
络试点试用，加快5G移动通信网
络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校园智能
网络体系，推动全校区5G移动网
络全覆盖，共建一座5G创新创业
基地。

同时，一批基于 5G 技术的
“黑科技”将在宁波诺丁汉大学逐
一亮相，包括 5G 网络切片、高
频多天线、5G边缘计算等新技术
和新业务。

5G智慧高校示范区
启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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