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进两城建设 当好“重要窗口”模范生

孙佳丽 陈建立 文/图

“每次来天一广场，总会遇到
一些新惊喜。”日前，宁波首届动漫
文化节在天一广场举行，二次元爱
好者小白带着手机四处合影，满载
而归。

惊喜源于底蕴和创新。作为我
市传统中心商贸商务区，今年以
来，海曙区始终紧扣稳消费主线，
以服务、品质、创新等三大“特色
牌”为抓手，以高质量消费形成长
期稳定的内需市场，推进宁波国际
消费城市示范区和夜间经济先行
区建设，助力我市建成国际消费城
市和夜色甬城，目前已初见成效。

据统计，今年前三季度，该区
批发零售业销售额同比增长 7.8%，
增速位居全市第 2；社会消费品零
售 额 零 比 上 半 年 回 升 4.3 个 百 分
点，增幅排名全市第 3。

“服务牌”引导商贸企业
转型升级

新引进 40 余家全球一线奢侈
品牌，推出梦想市集、彩虹喷泉、水
幕电影⋯⋯前不久，“天一商圈服
务大提升”项目入选全省公共服务
场所亮点项目展评，系全市唯一。

“从服务方面入手，我们在组织到
位、政策到位、营销到位等方面狠
下功夫，着力引导商贸企业转型升
级。”海曙区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海曙区聚焦争创“宁
波国际消费城市示范区”的目标任
务，大力实施“消费供给提升、消费
场景塑造、消费品牌建设、消费热
点培育、消费平台打造”五大工程
和“夜海曙”地标塑造、古城畅游、
集市重展、书香品味、美食专享、健
康活力、醉美乐享、魅力不夜等八
大工程，累计投入各类扶持资金超

7700 万元。
同时，海曙区紧跟消费热点，

筹办“海曙年货展销会”“海曙消费
促进月”“海曙汽车节”“海曙区夜
间经济集中点亮仪式”等主题活
动，2 轮消费券投入资金 1400 万元，
撬动零售、住宿、餐饮、景区消费超
1.1 亿元，不断打响“海曙消费”“夜
海曙”品牌。

“品质牌”提升商圈功能
品质

一直以来，海曙区围绕着商圈
提质、业态育新、服务惠民等主题
深做文章，切实提升着商贸企业功
能品质。

从“新”的角度看，近期，南站
里正在热火朝天地建设和招商中，
这个项目将依托铁路和地铁流量，
利用火车站北广场地下 1 万多平方
米的商业空间，开启宁波首个综合

交通+场景商业+城市文化主题街
区；U-PARK 商业公园、城西新天
地广场等多家社区商业中心（街
区）已建成，洞桥邻里中心、华晟樱
花里、洛兹广场等新样板项目持续
推进⋯⋯

在“旧”的领域，南塘老街、东
鼓道已入选省高品质步行街试点。
东鼓道等地已开通 500 多个 5G 站
点，基站覆盖密度居全市第一；南
塘老街投入 470 余万元，全面升级
街区电缆光纤、广播监控及消防设
施，实现硬件设施的提档升级；天
一广场、和义大道喷泉改造工程，
东渡路街区行道更新工程、解放路
沿线立面整治工程已完成，商圈环
境和街区景观焕然一新⋯⋯

“创新牌”培育商贸流通
增长点

为了帮助商贸企业消费集群

发展，海曙区瞄准智慧超市、智慧
餐饮等新零售业态，大力引进中高
端品牌的宁波首店、旗舰店，做优
消费体验，为商贸经济高质量发展
注入新活力。尤其在 1 月至 9 月，天
一广场、和义大道、杉井奥特莱斯
等商圈引进华为手机、祖玛珑香
水、贤合庄网红火锅等品牌首店、
旗舰店 60 余家。

各大商圈还通过调整品牌结
构、丰富商圈业态等举措加速消费
升级，“引爆”客流，实现销售额的

恢复乃至跃升。
天一广场近期日均客流量达

到 14 万人次，宁波购物节期间日均
客流持续保持在 20 万人次以上；杉
井·奥特莱斯周店庆活动总客流超
过 40 万人次，总销售额突破 1.4 亿
元；东鼓道客流量也逐日回升，销
售额与去年同期相比恢复超过七
成。和义大道的消费热度在 8 月不
断蹿升，客流量同比增长约 60%，整
体销售额同比增长 120%，创下历年
来的最高纪录。

海曙海曙：：打好打好““特色牌特色牌””推进商贸经济稳中有进推进商贸经济稳中有进

夜晚的天一广场总是人声鼎沸夜晚的天一广场总是人声鼎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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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宁波市第一医院组织为
期半天的“医院开放日”市民体验
活 动 ， 24 名 市 民 代 表 来 到 医 院 ，
零距离跟踪体验医护人员的工作。

开放日有一个活动是试穿防护
服戴护目镜体验“战疫”。这个活
动引起了市民代表的极大兴趣。励
阿姨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
宁波的广大医务工作者身穿防护服
日夜奋战在抗疫第一线，听说穿着
防护服工作极具挑战性，今天她就
想体验一下。

“天哪，这比穿着羽绒服还热
啊！”穿上不透气的防护服，戴上
医用防护口罩、护目镜和手套，励
阿姨顷刻间被包裹得严严实实，还
没说几句话，她的呼吸就变得有些
急促。脱下防护服的励阿姨大口喘
着气说：“我只是穿着摆拍一下而
已，感觉已经快受不了了，真难以
想象抗疫前线的医护人员穿着防护
服是怎么坚持下来的，他们真的太

不容易了⋯⋯”
医院是如何防控新冠肺炎疫情

的？现在市民上医院看病是否安
全？这是市民代表共同关心的问

题。上午 9 点 20 分，胡师傅和王师
傅特别来到一院的内镜中心。王师
傅告诉记者，随着健康理念的提
高，现在做胃镜、肠镜检查的市民

越来越多，但这双“电子眼”重复
使用会不会导致交叉感染？他很想
亲眼看一下。

一院的内镜中心刚搬到新址
不久，看上去很是宽敞明亮，诊
室也从原先的 7 间增至 10 间。在
内镜中心护士的指导下，他们穿
上隔离衣走进内镜消毒室，只见
数十根管子有序地被放置在消毒
槽中，几名工作人员正在有条不
紊地清洗、消毒，每个消毒槽都
精准计时。工作人员介绍说，内
镜 “ 洗 澡 ” 一 般 要 经 过 5 道 工
序，即酶洗—漂洗—消毒灭菌—
末洗—干燥，才能确保“洗”掉
病菌，这一整套消毒过程需要半
小时。而那些用来给内镜消毒的设
备每台要 40 多万元。

看着消毒室工作人员忙碌的身
影，王师傅不禁感慨：“不看不知
道，原来这里的工作量这么大，大
家那么辛苦都是为了市民的健康
啊！”“连消毒细节都那么精益求
精，你们真的让我们很放心！”胡
师傅由衷赞叹道。

医院开放日

市民穿防护服体验“战疫”

本报讯（记者张凯凯 通讯员
霍卫国）“您好！橡胶管安全隐患
多，建议选用金属燃气连接管。”
昨天，新搬迁至鄞州区邱隘镇东城
阳光苑的赵女士接过新奥燃气公司
安装工小张递来的 2 米长螺纹管，
心中的踏实感又多了几分。她告诉
记者，自己看过不少燃气泄漏事故

的报道，这次轮到自家开通燃气，
自然特别关注用气安全。

据了解，10 月下旬，市综合
行政执法局联合应急、住建、经
信、消防等部门，发布了 《加快构
建我市城镇燃气用气安全数字化防
控系统实施意见》。伴随着全市用气
安全监测监控平台的正式启动，泄

漏报警、自动切断、金属软管这三
道防护“堤坝”将在 2022 年底前，
覆盖100%的新建精装修住宅小区和
机关事业单位食堂、80%以上的餐
饮店、50%以上的居民用户。

除了扩大安全设施设备安装覆
盖面外，此次用气安全两年行动还
包括两大重点：一是构建物联网融

合的用气安全监测监控平台；二是
多渠道拓展泄漏事故应急处置能力。

“至明年春节前后，将在中心
城区机关和学校、医院、养老机构
等事业单位食堂，率先试点推广安
装泄漏报警、自动切断装置，更换
金属软管。”市公用事业指导中心
有关负责人说。

我市启动城镇用气安全管理两年行动
“泄漏报警、自动切断、金属软管”设施安装将在2022年底前覆盖大部分用户

市民体验穿戴防护服、口罩、护目镜。 （唐严 陈静娜 摄）

本报讯（记者黄合 通讯员施
寒潇） 记者昨天从宁波团市委了
解到，为贯彻落实新修订的 《未
成年人保护法》，落实流动涉罪未

成年人的平等保护，我市各相关
部门为助力迷途少年重返正轨推
出实招。

上周，团市委会同市检察院、
市妇联等部门共同制定出台了 《关
于在爱心企业设立涉罪未成年人观
护 帮 教 基 地 的 实 施 意 见 （ 试
行）》，建立首批 36 家涉罪未成年
人观护帮教基地，融合检察机关、

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对涉罪未成
年人开展思想矫治、心理矫治和行
为矫治相融合的帮教模式。

《意见》 明确了涉罪未成年人
观护帮教基地应当具备的条件、企
业参与涉罪未成年人帮扶教育时的
权利与义务、涉罪未成年人应当遵
守的规定等内容，同时明确检察机
关对涉罪未成年人帮扶教育活动要

进行常态化管理，通过事前评估、
事中监督、事后跟踪等方式，不断
完善、优化帮教质效。

据悉，共青团系统发动了 21
家爱心企业与 10 个区县 （市） 检
察机关合作，为符合条件的附条
件不起诉考验期未成年人提供帮
教劳动岗位，切实帮助其回归社
会。

我市设立首批36家涉罪未成年人观护帮教基地

本报讯（记者冯瑄 通讯员朱
风华） 昨天，在新疆库车，宁波上
海世界外国语学校与库车市第九小
学签订结对帮扶共建协议。这是民
办教育资源首次走进库车。

根据协议，双方结对成为长期
共建的姊妹学校。宁波上海世界外
国语学校曹子瑜校长和库车市第九
小学明恋书记分别担任“龟兹名校
长 （曹子瑜、明恋） 联名工作室”
的宁波方和库车方的首席导师。

随着工作室在库车市第九小学
挂牌成立，该小学将借助宁波上海
世界外国语学校的帮扶，成为库车

市培训小学管理骨干的实训基地。
值得一提的是，今后库车小学的孩
子可以和宁波的孩子一样，享受宁
波民办优质教育资源。

除了签约，宁波教师颜梦倩为
库车小学生带来了示范课 《雾在哪
里》；宁波数学教师沈思妤通过沏
茶六道工序，让每个小组的同学讨
论总结出最合理省时的沏茶顺序。

市援疆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宁波上海世界外国语学校此次
赴库车签约结对是非公教育资源对
库车教育帮扶的良好开端，将为库
车教育事业注入新活力。

甬库两地孩子
将同享民办优质教育资源

“龟兹名校长联名工作室”成立

秉 声

据11月3日
《宁波日报》 报

道，海曙区江厦街道某小区一无人
居住的房子内发生煤气泄漏，消
防、公安、煤气公司等救援力量紧
急出动，最终化险为夷，经事后调
查，很可能是老鼠干的“好事”。

冬天的脚步越来越近，天气慢
慢变得干燥，防火又成了一个敏感
话题。其实要防的何止是火，还有
水和盗。不定期检查家中的电线和
开关，看有无老化损坏现象，煤气
瓶或者天然气管道连接到煤气灶的
皮管是否存在安全隐患。离开家
时，无论是短时间还是长期，都应

将煤气瓶或者天然气管道的阀门关
闭；家中的电源要进行分闸，一来
省电，二来预防短路时引发火灾；
检查一下水龙头有无关闭、有无渗
水，避免“水漫金山”时引发楼上
楼下纠纷；检查家中的门窗是否关
合，以防“梁上君子”趁无人之机
前来“拜访”。

怨“鼠”不如省己，不要过多
强调客观原因，而要全方位检查主
观意识是否真的到位。绷紧安全这
根弦，多多反省自我。及时纠正错
误所在，灾祸便会离我们越来越
远。省己，是对自己的尊重，更是
对他人生命的尊重。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怨“鼠”不如省己

昨天下午，由海曙区对外交流文化协会主办的“留学生走近非遗文
化”活动举行，来自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巴西等8个国家的20名浙江
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留学生组团造访药皇殿，学习中医知识，体验传统中国
文化。 （徐展新 忻之承 摄）

留学生“亲密接触”中医药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