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
员王岑 杨航） 4 月 30 日下午 2
点 30 分，鄞州公安分局姜山派
出所民警冲进当地的农业银行，
阻止了遭受电信网络诈骗，正要
给骗子汇款的田女士。金额不
大，只有 560 元，但民警的劝阻
令当事人感激不已。

“田女士在网上购买了一件
衣服，然后就接到‘客服人员’
电话，要赔她两倍的钱⋯⋯这是
典型的‘冒充客服诈骗’。”民警
说，如果不是警方及时阻止，田
女士汇出第一笔钱后，可能还会
继续被骗。

与它“殊途同归”的是前不
久“救”回来的 500 万元。

4 月 22 日 上 午 10 点 27 分 ，
宁波市反诈中心下发了一则预警
信息：余姚市牟山镇某企业财务
人员李某疑似正在被电诈嫌疑人
诈骗 500 万元。10 点 40 分，余
姚市公安局牟山派出所民警高云
楼便带着一名辅警驾车赶往这家
公司。

“一路上，我们不断给李某
打电话，但对方的电话一直在通
话中，怎么也打不进去。”高云
楼心急如焚，好在到公司门口时
终于打通了李某的电话。得知钱
还没有汇出去，高云楼赶紧吼着
补上一句：“我是派出所民警，
所 有 事 情 等 我 们 见 面 后 再 决
定。”53 岁的高云楼带着辅警跑
上三楼，冲进李某所在的财务办
公室，顾不上喘口气，大声对他
说：“对方是骗子！”

类似的案例，近半个月来在
宁波各地频频出现。记者获悉，
4 月 14 日，市公安局创新建成应
用“反诈精准劝阻宣防平台”。
依托该平台，全市已及时阻止各
类电信诈骗 221 起，为群众直接
避免损失 2576 万元。

“ 平 台 数 据 24 小 时 动 态 更
新，集自动收集、分析、研判、
预警等功能为一体，可以说是全
市反诈信息的核心处理器。”市
反诈中心民警刘晓璐说，平台设
置了十大模块，通过研判分析，
实时形成刻画出潜在的受害人，
全天候下发流转至全市派出所。
平台还可以总结提炼突出类案特
征，为精准宣防提供可靠依据。

该平台自上线以来，已研判
预警数据 12 万多条。目前宁波

市高危预警对象劝阻率由试运行时
的 25.97%上升至 99.61%，电信网
络诈骗案件立案数、涉案金额环比
上周分别下降 3.7%、5.1%。

与此同时，全市各地公安机关
依托精准劝阻宣防平台，也在积极
探索各种反诈创新举措。江北、海
曙及鄞州公安分局相继开通了防诈
防损热线，通过公安甄别、保险兜

底的方式，将事后“止损”变为事
先“防损”。

象山公安则出台 《电诈预警高
风险潜在受害人劝阻工作规范》，
为基层所队提供标准化、规范化、
流程化操作手册，坚持“不接电话
不放过、不见面不放过”，实现市
县两级叠加增强电诈精准劝阻实
效。

宁波公安反诈精准劝阻

半月“救”回257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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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为期三天的首届长三角青少年
冰球精英赛前天正式开战，来自长
三角地区的 6支队伍近百名冰球精
英参加了本次比赛。图为在鄞州区
银泰环球城冠军溜冰场，精彩的冰
球大赛正在上演。

（徐能 林琳 摄）

“家门口”
看冰球大赛

记者 厉晓杭
鄞州区委报道组 杨磊 徐庭娴

暮春时节，绿意渐浓。沿着甬台
温高速公路远眺，一路可看到鄞州
姜山镇的田园城市新貌。春风一吹，
万亩稻田如波浪般起伏，散发出勃
勃生机。前不久，2021 高合斯巴达
勇士赛在千年古村走马塘再次上
演，带来了大量客流。

从甬台温高速鄞州南出口下
来，车行至姜山七星农业公园。不远
处，未来乡村体验馆正在加紧设计。

“未来乡村是美丽田园、美丽乡村、
美丽环境、美丽经济之上叠加的新

形态。除了互动体验和智慧应用，体
验馆将结合乡村治理、乡村产业等，
全面展现姜山‘未来村业、未来村
居、未来村治、未来村民’的四大图
景，点亮百姓的幸福生活。”姜山镇
农业副镇长应冬乐介绍，目前姜山
正在全力打造“稻香鄞南”这一美丽
乡村精品路线，总投资约 2.75 亿元，
主要包括文化示范线、滨江风情带、
田园花海等，目前部分节点项目已
经完工。

以产促城，以城聚人，以景留
人。姜山镇既是宁波传统工业重镇，
也是农业大镇，区位优势明显，有两
处高速互通。作为宁波市卫星城市
试点镇之一，姜山正以转型创新高
地和生态田园城乡为目标，以“核心
区+集聚点组团+美丽乡村”的田园
城市为发展格局，逐步做优一产、做
强二产、做好三产。

姜山镇镇长蒋昀介绍，姜山高
速、高铁都非常便利，这是聚人气
的重要基础。姜山正在探索新的城乡
融合发展路径以及具有前瞻性的基层
实践，争做“未来小镇”领航员。

自姜山社区入选全省第二批未
来社区试点以来，其关注热度居高
不下。姜山未来社区致力活化水乡
老镇市井繁华、邻里街坊，铺开经世
创境、邻墙里弄、山水画廊三张美丽
画卷，探索一条原生文化下的产、
城、人、文协同发展新路径。近日，未
来社区 17 号地块已完成全部拆迁
签约工作。

走进位于姜山镇朝阳路的未来
工业社区启动区，轨交 3 号线在头
顶呼啸而过，红砖与玻璃材质“碰
撞”的建筑，散发出工业感与现代
感。原本低效用地的“沉睡”空间，将
蜕变为一个规划建筑面积超过 50

万平方米，实现年营收约 100 亿元、
税收 3 亿元的新兴产业集聚高地，
成为推动工业用地存量裂变的“引
爆点”和鄞南智造（数字）谷高质量
跃升的核心引擎。

姜山镇工业底子厚、基础强，但
也日渐受到发展空间饱和的掣肘。
姜山镇工贸副镇长詹祥表示，如何
将“碎片化”工业区整出空间效益，
是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第一题。而未
来工业社区正加速激发空间势能，
引凤入新巢。

记者看到，5G 智能终端、电子
数码雷管集成系统、航天科工 35 所
宁波智能装备研究院、医药新零售
板块总部、农村商业数字化服务平
台等十余个项目已经签约入驻，未
来这里将成为围绕数字经济领域发
展的产业集聚高地。前来参观的考
察团和客商络绎不绝。

立足未来，姜山镇高起点高站
位谋划小城镇新一轮发展。以智慧
之光作为引领，这座“未来小镇”正
在努力让梦想照进现实。

畅想“未来小镇”好光景

本报讯（记者陈章升 通讯员
孙海良 罗张波）“1944 年 2 月 ，
新四军浙东纵队在这里浴血奋战，
击毙、击伤日本鬼子 10 多人，重
创日伪军⋯⋯”昨天上午，慈溪龙
山红色守护团成员华兰春在新四军
浙东纵队桃花岭战斗纪念碑边，向
游客们讲述 77 年前的抗战故事。

其间，他们重温抗战历史，表达对
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

在慈溪市龙山镇，像华兰春这
样的“红色志愿者”有 200 多名。
日前，该镇成立慈溪首个红色守护
团，将红色史料传承、红色遗址保
护、红色文艺展演、红色薪火宣讲
等凝聚成一股力量，守护好“红色

根脉”。“‘五一’假期，我镇将龙
山红色文化资源‘串珠成链’，推
出 3 条红色主题旅游线路。红色遗
址保护员、红色薪火宣讲员等纷纷
亮相，为游客提供讲解、引导等服
务，争当‘红色根脉’的传承人、
守护者。”龙山镇相关负责人说。

龙山以境内伏龙山而得名，有
不少革命遗址遗迹。“三北敌后抗
日根据地纪念馆、反抢粮战斗遗址
⋯⋯那一段段波澜壮阔的岁月已经
化成一处处红色印记，镌刻在我们
心中。”龙山镇红色薪火宣讲员陶
琳琳说，在红色遗址开展宣讲活
动，既能弘扬革命精神，也能传承

红色基因。
在红色守护团的引导下，游客

们在龙山重温革命峥嵘岁月。昨天
下午，在中共思敬小学支部旧址，
10 多名游客聆听红色薪火宣讲员
吴灵讲述龙山革命史，经历了一次
难忘的红色之旅。游客陈女士说，
铭记革命历史，让大家更加珍惜今
天的和平幸福生活。

拥有红色资源既是一种财富，
也是一种责任。近年来，龙山镇深
入挖掘整理辖区内的红色革命资
源，加强对革命遗址遗迹的修缮保
护，再现革命先烈英勇奋斗的光辉
岁月。

当好“红色根脉”传承人

慈溪红色守护团为游客宣讲红色故事

本报讯 （记者崔小明） 中国
（宁波） 大运河国际钢琴艺术节暨
郎朗杯钢琴大赛即将拉开帷幕。记
者从活动组委会获悉，国际著名钢
琴大师郎朗将在宁波刮起钢琴旋
风，有三场活动与宁波观众零距
离。

据了解，中国（宁波）大运河国
际钢琴艺术节是一场在国内乃至国
际上均属于高规格、高水准的赛事
活动，由郎朗亲自担任艺术总监。5
月 3 日，一批著名钢琴家、钢琴教育
家和全国各地进入郎朗杯钢琴大赛
复赛的选手将来到宁波。他们在宁
波举办音乐会、大师课和钢琴比赛，
将国内外顶级的艺术教育、文化理
念带到宁波。

记者了解到，5 月 5 日下午，
郎朗将出现在宁波大剧院亲水广
场，参加大运河国际钢琴艺术节开
幕式。他不仅自己有精彩的钢琴表
演，还将和来自宁波各地的百名琴
童共同弹奏全新编制的 《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 钢琴曲。5 月 10
日下午，郎朗将在宁波音乐厅为宁
波观众举办大师课。届时，郎朗将
边讲边演，大家不但可以现场聆听
其走上国际钢琴大师之路的心路历
程，还可以近距离感受他高超的钢
琴艺术才华。5 月 10 日晚上，郎朗
将再次出现在宁波文化广场大剧
院，参加大运河国际钢琴艺术节的
闭幕式，并为获奖选手颁奖，同时
进行精彩的钢琴表演。

中国（宁波）大运河国际钢琴艺术节期间

郎朗有三场活动与观众零距离

本报讯（记者崔小明）2021 首
届至美青少年宁波国际艺术节 1 日
晚在宁波文化广场举行，本届艺术
节设有“歌声的力量”“中华舞魂”

“盛世国乐”“中国我来说”四个篇
章，尽情展现了青少年的艺术风采。

“歌声的力量”，以传承发扬中
国音乐为主题，孩子们通过通俗演
唱或原生唱法展现了积极向上的精
神风貌，《唱支山歌给党听》《心中的

红》等赢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
“中华舞魂”各种舞姿争奇斗

艳、美丽绽放，新疆舞《欢庆》《达坂
城的姑娘》体 现 了 浓 郁 的 民 族 风
情。“盛世国乐”以演绎中国民族乐
器 为 主 ，笛 子 、二 胡 、古 筝 轮 番 登
场，弦歌雅乐，韵味悠长。“中国我
来说”，或诗词朗诵，或戏曲表演，
周怡婷小朋友的黄梅戏《谁料皇榜
中状元》引来满堂喝彩。

首届至美青少年
宁波国际艺术节举行

记 者 王岚
通讯员 励彤 夏静

快节奏的生活，让看中医的市
民越来越多选择代煎中药。“代煎”
操作如何让消费者更放心？海曙区
率先推出的“共享中药房”管理将有
助于打消市场顾虑。

记者近日来到海曙区“共享中
药房”，一探究竟。

在代煎仓库内，只见一袋袋中
药饮片分类整齐，仓库还配备自动
监测温湿度设备，数据接入省药监
局系统。“一旦超出波动范围，警报
就会实时传输给企业与执法人员，
确保代煎药材合理储存、养护。”海
曙区市场监管局负责人说。

通过整合开展代煎业务的中药
饮片批发企业资源，海曙区积极探
索智慧化“共享中药房”规范化建
设。目前，该项目作为全省药品安全
治理创新项目试点，已初步实现代
煎中药可溯源，流程数据可监管。

现场，记者看到每袋中药上都
有一张条码，扫码后煎药流程、配送

状态等“身份信息”便逐一显示。原
来，“共享中药房”与医疗机构已实
现系统端口对接，处方经医院药师
审核后实时发送至“共享中药房”，
并自动生成标签条码。只有每张处
方严格完成设定环节并数据入库
后，才可扫码流转，切实保障代煎药
品质量，处方流转进度也会实时在
大屏幕上显示。

根据中药代煎服务尚未纳入药
品经营监管范畴实际情况，海曙区
市场监管局创新管理，协助经营主
体在营业执照经营范围栏增设“代
煎服务”，并将代煎仓库纳入药品经
营许可范畴，将“共享中药房”纳入
正常经营管理。

“共享中药房”代煎服务自年初
运 行 至 今 ，共 计 服 务 医 疗 机 构 60
家，实现日均规范煎方 1500 余张。”
海曙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规范后的“共享中药房”不仅能
缓解基层医疗机构运营压力，统一
的监管标准也提高了群众用药安
全性，快递到家服务更是实现就诊
配药“最多跑一次”。

海曙智慧化“共享中药房”出炉

代煎药房。 （王岚 励彤 摄）

制图 毛雪娇

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记者昨
天从有关方面获悉，5 月 5 日晚，
中国三大男高音戴玉强、莫华伦、
魏松将携手宁波交响乐团在宁波文
化广场大剧院举办 《颂歌献给党》
专场音乐会，用高质量艺术作品，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据了解，中国三大男高音是全
球最活跃的男高音演唱组合之一。
他们用世界通行的美声唱法演唱中
国作品，在世界顶级的艺术舞台传
递中国文化，成功将中国民歌、艺
术歌曲、主旋律歌曲打造成为国际
化高端产品。其中戴玉强是国家一
级演员，帕瓦罗蒂在亚洲的唯一弟
子。莫华伦是当今歌剧领域享有盛
名的男高音歌唱家。魏松是男高音

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
据了解，这次 《颂歌献给党》

中国三大男高音专场音乐会，是我
市庆祝建党百年全国优秀剧目展
演活动之一。三大男高音将带来
系 列 红 色 经 典 歌 曲 《我 爱 你 中
国》《不忘初心》 等。戴玉强将演
唱 《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莫华
伦则带来 《把一切献给党》，魏松
将用华美声音演绎 《唱支山歌给党
听》。

广大市民对三大男高音的表演
十分期待。毫无疑问，这将是一场

“不忘初心”，又能打动人心的艺术
盛宴，期待在“音乐宁波”建设中
能看到越来越多这种高质量的演
出。

庆祝建党百年 共享艺术盛宴

中国三大男高音专场音乐会
将在甬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