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鄞州区 HX-08-c1、b1 （横溪镇凰山岙） 地块已列入年
度土地出让计划，因地块出让需要，需在土地出让前对上述
地块内的电力、通讯、供水、排水、燃气、人防工程等设施
进行排摸，以确保该地块内地上、地下无管线及设施。请相
关权属单位于见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到宁波市鄞州区横
溪镇人民政府村镇建设办公室登记确认，逾期不予登记的，
视作该区块内相关设施迁移完毕，由此可能造成的后果由权
属单位自行承担。

详见附图
联系人：张磊
联系电话：82826210
联系地址：宁波市鄞州区横溪镇人民政府村镇建设办公

室 （210 室）
宁波市鄞州区横溪镇人民政府

2020年6月10日

鄞州区HX-08-c1、b1（横溪镇凰山岙）地块地上、地下设施登记公告

本次公告地块分别为：1、启运路地段 HS07-04-06 地块；2、集士港 CX06-05-02a、CX06-05-02e 地块；3、海曙区 CX08-01-01h\04e （安置房） 地块；4、海曙区 CX08-04-03f\04c （安置

房） 地块；5、海曙区 CX08-06-02e\03d （安置房） 地块。因上述地块均已列入年度土地出让计划。按照地块出让要求，需在土地出让前对上述地块内的电力、通讯、供水、排水、燃气、人防工

程等设施进行摸排，以确保该地块内地下无管线及设施。请相关权属单位于见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到宁波市海曙区旧村改造管理服务中心进行登记确认，逾期不予登记的，视作该区块内相

关设施迁移完毕，由此可能造成的后果由权属单位自行承担。地块示意图如下：

出让地块地下设施登记公告

联系人：舒先生 联系电话：0574-87458074 13081915410 联系地址：宁波市海曙区新典路 14 号

宁波市海曙区旧村改造管理服务中心
2020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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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王
伊婧）前日，天一阁博物馆收到国家
古籍保护中心颁发的“国家级古籍
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天一阁博物馆传
习所”牌匾，正式成为全国 32 家古
籍修复技艺传习所之一。

天一阁博物馆藏有各类古籍
30 余万卷，其中珍本 8 万余种，入选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5322 册。2009
年，天一阁获得国家文物局颁发的

“纸质类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证
书，成为文化部设立的首批 12 家

“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之一。2016

年，天一阁古籍修复技艺被列入“浙
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为改变古籍保护人才匮乏的状
况，2013 年国家图书馆成立“国家
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并在各
地设立传习所，传授古籍修复技艺。
2019 年 1 月，天一阁博物馆向国家
古籍保护中心申请成立“国家级古
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天一阁博物馆
传习所”，以期拓宽古籍修复技艺人
才培养渠道，推动天一阁古籍保护
修复工作向更高层次发展，历时一
年多正式获批。

据介绍，传习所成立后，除了继
续加大古籍修复专业人才培养力
度、进一步提升古籍修复的质和量
之外，天一阁博物馆还将大力发挥
引领示范作用，比如定期开展市级
古籍修复技艺培训，为宁波地区的
古籍保护工作可持续发展奠定基
础；加强省内业务交流，带动全省基
层古籍修复队伍建设。

天一阁博物馆还将更广泛地面
向公众宣传古籍保护知识，传授古
籍修复技艺；继续开展“大美·古籍”
系列活动，普及古籍相关知识，让公

众感受传统技艺的匠心之美；针对
青少年推出“我是小小修书匠”进校
园活动，积极发挥博物馆的“第二课
堂”作用。

此外，天一阁博物馆还计划新
建集古籍修复、书画装裱、科技保
护、非遗传承与培训等功能于一体
的天一阁纸质文物保护中心，向底
蕴深厚、特色鲜明的“国内领先、国
际一流”纸质文物保护中心目标稳
步迈进。据了解，今年“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期间，天一阁博物馆将推出
古籍修复技艺相关系列活动。

天一阁成立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

本报讯（记者陈章升 慈溪市
委报道组邵滢 张天叶）“红实缀青
枝，烂漫照前坞”。昨天上午，2020
年阿拉慈溪文旅节暨慈溪杨梅节在
上林湖青瓷文化传承园开幕。现场，
活动主办方发布“秘色寻古采摘游”
等 8 条杨梅采摘游线路，推出杨梅
秘色宴等特色文旅产品，与四方宾
客共同开启“梅”好时光。

慈溪杨梅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
志登记产品，种植面积约8.2万亩。今
年，该市杨梅丰收在即，商品果总产
量比去年提高 10％以上。目前，慈溪
露天杨梅已拉开采摘大幕，其中特级
果每公斤约 130 元。“为减少疫情防
控期间对本地杨梅销售的影响，我
市出台了电商政策，给予梅农快递
费、线上宣传费等补助。各大杨梅
主产区也搭建了网络销售平台，帮
助他们打品牌、拓销路。”慈溪市相
关负责人说。

杨梅既是慈溪农业的主打产
品 ， 也 是 该 市 旅 游 的 “ 金 字 招
牌”。作为今年慈溪杨梅节开幕式
的“重头戏”，国际烹饪艺术大师
金明权、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孙威
等联合推出杨梅秘色宴，其中 6 道
杨梅创意菜首次公开亮相。“为了
这 6 道特色菜，我设计烧制了 6 款

秘色瓷餐具，造型、纹饰充分体现
杨梅元素，将其命名为‘梅食美
瓷’。”孙威说，杨梅秘色宴让慈溪
杨梅与越窑青瓷首度跨界融合，共
同为慈溪“代言”。

作为我市杨梅主产区之一，匡

堰镇推出以杨梅秘色宴为主题的冰
箱贴、帆布包等文创产品，开发杨
梅汁、杨梅酒等衍生产品，在线上
线下推介销售，构建杨梅全产业
链。“我镇将注册‘匡农优品’公
共商标，统一标识包装本地杨梅，

建设以杨梅为主题的文旅农形象
店；借助‘青瓷非遗游’，打响匡
堰‘富硒杨梅’品牌，助力梅农致
富增收。”匡堰镇相关负责人说。

在杨梅节开幕式上，慈溪还发
布了文旅宣传口号、旅游歌曲等。

阿拉慈溪文旅节暨慈溪杨梅节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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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余建文 通讯员
毛超峥 应国民）“不用任何农药、
化肥，光用环保酵素，种出来的青
菜、茄子居然成了抢手货！”昨天，奉
化区江口街道周村的菜农周士龙高
兴地对记者说。周村是奉化传统的
蔬菜种植基地。今年，江口街道在该
村试验用环保酵素种植果蔬，全面
替代农药、化肥和除草剂等。

江口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葛静君
告诉记者，周村拥有奉化首块“酵
素蔬菜”试验田，采用原生态循环
种植模式。去年，村里收集农家的
厨余垃圾和菜叶等果蔬废弃物，建
起环保酵素制作基地，用于蔬菜种
植。经过多次试验配比，周士龙等
人摸索出一套有效栽培模式，高浓
度的酵素液用来除虫，低浓度的则
可以施肥，整个种植过程不用一滴
农药、一克化肥和生长激素。前些
天，试验大棚里的头茬青菜收割，
送进食堂炒菜，大伙一尝，纷纷赞

道：“味道鲜中带甜，好吃！”
周士龙说，用酵素栽培的青

菜，亩产量与传统方式种植的不相
上下，就是生长期长一些。他说：

“以前青菜种 21 天可收割，使用酵
素后，青菜则要 28 天才能上市，
但市场售价能提高四成左右，大伙
还抢着要。”现在试验田出产的青
菜、西红柿、茄子等，提前一周就
被抢订一空。另外，酵素液几乎

“零成本”，又省下一笔化肥、农药
钱，增收效益明显。

葛静君告诉记者，试验田的成
功，让村里其他菜农很羡慕，也为
环保酵素在果蔬种植领域的使用打
开了一道大门。“酵素肥料还能改
良土壤，让蔬菜种植回归‘道法自
然’。”葛静君说，接下来村里还要
试验不同类型的酵素肥料，扩大试
验田面积，发展蔬菜配送服务，将
周村打造成一个有机菜园，帮助菜
农增收。

环保酵素全面替代农药化肥

奉化江口原生态栽培蔬菜走俏市场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胡旦宁 王轶群）“我从未想过会
聆听这样一堂党课，听课时我有好
几次差点哭了，不仅仅感动于冲锋
在前的‘逆行者’们，更为我是一
个中国人而感到自豪！”这是宁波
财经学院人文学院 17 秘书 1 班的
陈佳雯在听完双语党课后发出的
感叹。前日，宁波财经学院的晨
曦课堂上，人文学院以一堂云端
双语党课的形式，将政府报告中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核心思
想融入思政课堂之中，讲述了抗
疫期间涌现出的大量优秀青年的
典型事迹。该院 200 余名学生党员
和入党积极分子在线聆听了这堂不
一样的党课。

这堂党课主讲教师朱凤梅是人
文学院的副院长，承担着英语课程
教学任务，在传授学生知识和技能
的同时，培养学生思政品德和道德
情操，双语党课成为连通课程和育
人的“纽带”。

“在新时代，不管是学生党员
还是普通学生，都应该建立起自己
的国际视野，才能在人生的路上走
远走长。”朱凤梅在授课中采用英
文关键词形式，帮助学生们在最短
时间内掌握最重要的信息点。

据了解，宁波财经学院将双语
党课与专业素养相结合，由学生喜
爱、业务能力娴熟的专业课党员教
师讲授，在巩固专业知识的同时也
兼修党性素养。这种新颖的党课方
式将在该校推广。

“ 双 语 党 课 创 新 了 党 课 的 形
式，增强了党课的生动性和吸引
力，还能将专业深入到第二、第三
课堂，做到真正的知行合一。”人
文学院党委书记谢小风说，这既是
党性教育课，也是思想政治理论
课，还是专业课，引导学生党员增
强 “ 四 个 意 识 ”、 坚 定 “ 四 个 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践行
好新时代青年的责任担当。

将党课融入高校专业课

宁波财经学院双语云上课获赞

【上接第 1版】在镇安花园小
区，两辆私家车堵住了消防通道，铁
门外还有些垃圾没有处理。演武花
园小区一消防通道的铁门也被内外
夹攻，里面堵着 3 辆私家车，外面则
晾晒着衣服、停放着共享电动自行
车。维科星晨小区的消防通道同样
被多辆私家车“包围”。

在演武社区一带，记者看到，社
区工作人员正对一些小区或小巷口
的违停车辆进行劝离。“社区工作人
员确实很辛苦，但他们一走，车子照
样乱停。”一位路过的居民说。

记者观察发现，这一带外围的
道路比较整洁，划出了大量地面泊车
位，但小区附近及背街小巷比较混
乱，车位紧张，管理跟不上。

尽管近年来政府花大力气对该

区域的背街小巷进行改造，但反弹现
象经常出现，华严菜市场一带的背街
小巷情况尤为严重。华严菜市场的正
门和内部较为整洁有序，但菜市场两
侧和背后的小巷脏乱差问题严重。

在菜市场东侧的南大步巷，融
化的冰水从一家肉店流出，经过人
行道，“蜿蜒”近十米流至台阶下的
下水道内，行人只能踮着脚小心通
过。菜市场附近的小巷内，这样的问
题十分严重。多个店面有污水流出，
混杂着菜叶、瓜子壳等垃圾，水面上
漂浮着白色的油脂，散发出臭味。有
海鲜摊主甚至用水管将废水直接排
到人行道。

旁边有一家“大步里院”正在施
工，面朝大步街的一侧用蓝色网布
围了起来，靠近南大步巷的一侧却

毫无遮拦，工作人员正在敲墙，一条
小弄堂之隔就是居民楼。

居民楼下，有人堂而皇之地做
起了“专业根除灰指甲”生意，一名
女顾客将电动自行车往人行道上一
停，跷起脚开始修趾甲。

华严菜市场的对面有一条标着
“华严步行街”字样的小巷，汇聚了多
家餐饮店，外卖小哥骑着电动自行车
来来往往。记者看到，步行街地面上
有很多烟头、一次性筷子、塑料袋等
垃圾，看起来已经很久没有清理了。

在天水华都小区，记者看到，靠
近王隘路 285 号一间写有“中国电
信”字样的房子前面，堆满了破沙发
等废弃物；小区大门外的美发店、水
果店门口，则摆放着晾衣架，给整洁
的路面添了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