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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余个心愿一天认领完！
春节前，
孩子们将收到这些爱的礼物
本报讯（记者 滕华）“速度真是太快了！我中午看到消息想去结对，
已
经认领完了。
”
昨天，不少市民打进宁波晚报热线，
表示没有抢到爱心牵手的
机会，
不免有些遗憾。由团市委与宁波市慈善总会、宁波晚报联合开展的
“宁
波市青少年万人圆梦行动”
一经启动，
立刻遭到了甬城市民的
“哄抢”
，
来自各
区县（市）困难青少年的 300 余个心愿，
截至昨天中午时分已被全部认领。
一套梦寐以求的新书、一件御寒的冬衣、一双可以跑步的新鞋、一个能
给全家带来温暖的烤火炉……这些小小心愿，一次又一次出现在孩子们的
心愿清单上，
让人不免有些心疼。

“向青年报告”
17 名团委负责人花式述职

春运即将启动
来看一组预测数据
本报讯（记者 范洪 通讯员 余明霞） 2019
年春运将于 1 月 21 日开始，并持续至 3 月 1 日。
市春运办昨日发布预测数据：今年春运全市对
外交通客运量将达到 1110 万人次，其中发送旅
客约 600 万人次，
比上年略有增长。
据预测，春运期间铁路将发送旅客 325 万
人次，同比增长 7％。今年，铁路宁波车务段将
开行图定旅客列车 121 对，春运期间计划增开
南昌、合肥、武夷山、贵阳等方向列车 13 对。
民航预计发送旅客 78 万人次，同比增长
18％。宁波机场今年新增两家运营航空公司，
新开洛阳、井冈山、连云港等方向定期航班 10
条。现有 40 家航空公司执行 93 条正班航线，春
运开始后，各航空公司还将陆续增开加班航线。
道路方面，今年春运预计发送旅客 160 万
人次，同比下降 10％；水上客运方面，预计发送
旅客 37 万人次，同比基本持平。市区汽车客运
站日均发送旅客能力在 2.2 万人次以上，水上客
运投入客运船舶 52 艘（含舟山运力），公交计划
日最高出车 7359 辆，春运高峰日将投入公共汽
车 7603 辆；轨道交通线路行车间隔可满足 100
万以上客流运输需求，6292 辆巡游出租车和 3.5
万辆市区公共自行车将全部投入春运服务。
市春运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春运比去
年提前 11 天，节前学生客流与务工返乡流、探
亲流出现重叠，节前客流处于高位运行。节后
学生、务工、探亲、旅游流相互叠加，返程返岗将
形成多个高峰。随着自驾出行快速增长，道路
安全保畅任务加重。预计春节期间全市高速公
路收费站出入口流量突破 340 万辆次，免费通
行量同比增长 7%。
据气象部门预测，春运期间我市气温略偏
高，但仍可能出现阶段性强冷空气和雨雪冰冻
过程，且雾霾天气偏多，如与春运高峰相叠加，
将给交通运输带来不利影响，需全面做好防范
应对。

雷林燕

认捐了这些心愿的爱心人士，广大团干部将第一时间与您联系，
在春节
之前完成圆梦对接。据悉，各级团组织同时将有针对性地开展“新春送温
暖”
“春运志愿者”
“三下乡”
“新年音乐会”
“慈善春晚”
等各具特色、形式多样
的线下圆梦小分队活动。
点点滴滴，
聚沙成塔；
涓涓细流，
汇成江河。孩子们的心愿虽小，
却承载
着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期待与憧憬。我们代表主办方，对所有爱心人士说声
谢谢，您发放的不仅是一份圆梦礼物，还有一颗爱的种子，让孩子们成长的
路上充满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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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滕华 通讯员 施寒潇） 在诗歌中、演唱中开场，
一口标准的播音腔，这不是什么节目现场，而是宁波团市委组织举
办的“向青年报告”2018 年宁波共青团工作述职评议暨品牌展示会
上的场景。昨天下午，来自各区县（市）的 10 名团委负责人和团市委
各部室的 7 名负责人依次上台，以新颖的形式述职，并现场回答青年
代表的提问。
本次活动以诗朗诵《向青年报告》拉开序幕。
“智慧云，如何和青
年工作更好地结合？”在镇海团区委书记计允斌上台后，现场一名青
年代表犀利提问；北仑团区委书记吴盈盈述职完毕作总结陈词时，
背景画面用可爱的字体打出了“冲鸭”两字，台下青年发出了会心的
微笑……
据悉，此次述职评议暨品牌展示会采用“线上+线下”的综合评
议方式。市人大、市政协、市委组织部的有关领导，部分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团市委委员、候补委员，来自青年社会组织、新兴领域青
年群体、青年志愿者、学生青年群体的代表，以及部分来自社会公开
报名的青年代表，担任了述职评议会的现场评委。全市青年同步通
过
“青春宁波”
公众微信号线上投票，为 2018 年的宁波共青团工作作
出评价。

160 万人次，
同比下降 10％

!!"#$%&

铁路发送

325 万人次，
同比增长 7％
民航发送

78 万人次，
同比增长 18％
水上客运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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