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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A05

省内首个！

有机废弃物处理技术重点实验室落户宁波
本报讯（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范奕齐） 昨天，
“两山理论宁波的实践”宁波与世界银行合作城市
固废管理和低碳建筑研讨会在宁波召开，国家财政
部、世界银行、宁波市政府主要领导出席研讨会。
记者从会议现场了解到，我市将建设省内首个有机
废弃物处理技术重点实验室。
据悉，实验室由宁波首创厨余垃圾处理有限公
司联合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南方科技大
学工程技术创新中心（北京）、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
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共同建设，组成联合的
“产、学、研、用”一体化团队。
“ 实验室将立足宁波，
结合宁波厨余垃圾实际处置，重点就有机物处理技
术、行业标准及行业政策进行研究，希望能为浙江

乃至全国有机废弃物处理提供技术和方向引领。”
首创环境集团副总裁胡再春说。
另据了解，基础设施是垃圾分类工作推进的基
石和确保源头分类成效的基础。我市垃圾分类基
础设施主要包括“三厂六站”建设及居住区生活垃
圾分类投放设施建设。其中，
“三厂”指宁波市厨余
垃圾处理厂、宁波市餐厨垃圾处理厂、海曙区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厂，
“ 六站”是指分布于中心城区的 6
座大型生活垃圾分类转运站，主要转运居民源头分
类出来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居住区生活垃圾分
类投放设施建设为期两年，共包括 9000 余个投放
点位，800 余个新改建垃圾房。经过 5 年的推进，今
年我市基础设施将全面投用。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与宁海签署战略合作
共建县级融媒体中心
昨天，宁波日报报业集团与宁海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共同推进宁海融媒体中心建设，共建县级融
媒体中心。
“智派云”融媒体平台于今年 8 月上线，是全国
首个移动优先融媒体平台。平台由宁波日报报业
集团旗下甬派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和派联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联合开发。此前，
“看宁海”新闻客户端由
甬派提供技术支持，发展迅速，目前用户数已突破
15 万。在双方良好合作的基础上，宁波日报报业集
团与宁海再度牵手，宁报集团将为宁海融媒体中心

系统技术开发、建设、运维等提供支撑和服务。届
时，现有的《今日宁海》、宁海县广播电视宣传栏目
和频道与“看宁海”新闻客户端将全部打通，实现统
一后台内容生产和素材共享，
资源统一调度。
双方约定，发挥县级融媒体中心平台优势，将
宁海“智派云”与宁波日报报业集团“智派云”打通，
构建市、县一张网，重要新闻联动指挥、共同策划、
同步报道，建立内容丰富、载体多样、覆盖广泛的现
代媒体传播体系。
甬派客户端记者 沈严 许天长

昨天上午 8 时许，北仑区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与当地街
道配合，拆除大港蔬菜批发市
场内 5 排共 1600 平方米违建
钢棚。
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钱子萱 林炫铮 摄

抓系统运维质量－深化互联网+
交管＝做大数据顶层设计……

老民警眼中的
“科技治堵”
本报讯（记者 陈烨 通讯员 陆明光 周瑾 林
森） 按照规定车速行驶，绿波带尽可能保一路畅
通；发现前方缓慢通行，打开地图被告知拥堵时
长，也可切换路线……科技治堵的当下，这是出行
市民感受到的
“小确幸”
。
孙义峰是宁波市交通警察局科技处科长，在
从警已有二十个年头的他看来，道路拥堵是个表
象，要解决的是背后的原因，这就需要依托科技的
力量。目前全市已经分布了千余个信号灯，并根
据路况、车流变化实现自动优化配时。此外，1000
多套道路视频监控系统也如天网般覆盖在所有路
口及部分重要路段，监控的高清化改造，更是大大
提高了数据采集的精确度。
而借力科技，交警部门更是以此建立了大数
据集成平台，全面实现电子警察、卡口、警务通等
交通数据的融合，实时监控全网路况，哪里滞留、
为何滞留一目了然。
利用大数据资源，交警部门能定期分析城区
交通运行状况、交通出行规律、常发拥堵区域，为
制定具体改进措施和缓解拥堵提供决策依据。同
时跟高德、百度地图合作，实时发布道路拥堵指
数，
交通诱导信息，
方便市民及时选择合适路线。
“交通秩序好了，道路才会畅通。去年开始，
我们还陆续在中山路上试点推出了几项黑科技，
比
如行人和非机动车闯红灯、开车打手机、驾驶员不
系安全带等抓拍设备。”采访中，孙义峰告诉记者，
这些违法行为的存在扰乱道路通行秩序，
但一直以
来又存在现场执法难、不易查处等问题，黑科技的
投用无疑提高了非现场违法采集的力度，
有效提高
对交通参与者的管理，
接下来会推广到更多路段。

启 事
宁波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正在公开选择
业务合作银行，
有意向者请至宁波日报报业集
团 官 网 （http：
//nbjt.cnnb.com.cn/zpxx/）
查询相关信息。 宁波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 11 月 8 日

立冬迎双 11，东阿阿胶仅售 868 元

《宁波晚报》养生汇让利会员，
限售 50 盒，
请提前预约
昨天是立冬，这几天开始进补阿
胶的人越来越多了。
中国人熬阿胶的历史非常悠久，
考古发现，殷商时代的残缺帛书中有
阿胶的记载，北魏期间阿胶已经是贡
品，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写道
“岁尝煮
胶以贡天府”，粗粗一算，阿胶作为皇
室贡品也已经有 1600 多年历史了。
很多古代名人大家也是阿胶的粉
丝，比如曾国藩，他在道光 24 年正月
廿五的家书中向父母大人问安，告之
自己托人带了阿胶两斤，高丽参半斤
给他们。

东阿阿胶
东阿阿胶红标 250 克装
零售价：
1450 元 特价：
868 元

宋代理学大家朱熹也曾修书奉劝其
母：
“慈母年高，当以心平气和为上，少食
勤餐，果蔬相伴，阿胶丹参物，时以佐之，
延庚续寿，
儿之祈焉。
”
双十一来临之际，
《宁波晚报》养生会
挑选了两家阿胶知名品牌，11 月 9 日~11
月 11 日，
推出为期三天的阿胶限量特价活
动，
力度劲爆，
需要的市民千万别错过了。
活动期间提供免费熬胶，
赠送辅料活动。
因优惠数量有限，想参加请提前报
名预约。微信付 10 元预约金享优先权。
预约电话：
0574-87228361；
预约地点：
海曙鼓楼永寿街 6 号

济水阿胶

▲

能参加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的都是国内外知名进口品牌。
《宁波晚报》 养生汇战略合作伙伴
洛基山花旗参受商务部邀请参加了
进博会，开展首日受到了业内人士
的 大 力 追 捧 ， 一 天 狂 销 40 多 万
元，遥遥领先同行。
洛基山也是国内唯一一家参加
进口博览会的西洋参经销公司，为
庆祝公司参展，也为了让更多消费
者共享博览会“红利”，经 《宁波
晚报》 养生汇沟通，公司决定在博
览会期间 （截至 11 月 11 日） 举行
一次欢庆特卖会：

10 克短枝花旗参：
原价：
5 元/克
欢庆价：
2.5 元/克

济水阿胶金标 250 克装 原价：
890 元 特价：
668 元
济水阿胶：
加 1 元，
豪礼相赠：
买 1 盒，
赠价值 668 元品牌不锈钢刀具或三件套不粘锅
买 2 盒，
赠价值 1260 元品牌扫地机器人或空气净化器

洛基山参展进口博览会
花旗参首日狂销 40 万元

扫码预约

其他规格也有不同力度的优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