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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方面，为应对大客流模式，通往铁
路宁波站区域的轨道交通2号线在9月30日平
峰和低峰期行车间隔缩短至6分30秒和8分30
秒；10月1日至3日全线平峰行车间隔6分钟，
低峰行车间隔8分钟；10月4日至7日，执行现
行双休日时刻表，行车间隔与周末相同。

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提醒旅客，国庆长假期间
特别是高峰期，南站区域客流剧增，为避免拥堵，

旅客请尽量选择公交、轨道等公共交通出行。
此外，为保障铁路宁波站区域高架平台交通

秩序畅通，相关部门联合发布公告，9月29日零
时起至10月7日24时，严禁在铁路高架及平台
临停接客，严禁空载车辆驶入高架。同时，建议
驾车送客车辆尽量前往铁路宁波站北平台（靠月
湖公园、富邦大酒店一侧）下客，那里车流相对较
小。记者 范洪 通讯员 刘妍珣 汤媚萍 邬世权

节日出行大客流模式开启
今起铁路宁波站高架严禁空载车辆驶入

国庆长假临近，记者昨天从海曙区南站综管办及铁路宁波站了解到，目前，宁波站区域出行客流
已逐渐上升，从目前预售票情况看，铁路宁波站旅客出行最高峰将出现在明天下午及10月1日，返程
高峰将出现在10月7日，预计日均最高客流量将达10万人次左右，或创历史新高。

本报讯（记者 石承承）今年第18号台风
“米娜”昨天生成。据气象部门预测，它极有可
能以“巅峰状态”靠近我国。明天至10月2日，
我市将有明显风雨影响。

昨天8时，“米娜”在中国台湾台北市东南
方向约15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面上生成。

截至昨天17时，“米娜”的中心距离中国台
湾台北市东南方向约
1230公里，近中心最大风
力8级（20 米/秒，热带风
暴级），七级风圈半径130
公里到300公里。

预计未来“米娜”将
以每小时28公里左右的
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
强度逐渐加强。从中央
气象台目前的预测看，其
最强可达台风级或强台

风级（13-14级，40米/秒-45米/秒）。
关于“米娜”的移动路径，目前仍存在不确定

性。从中央气象台的预测看，“米娜”最大可能于
10月1日夜间在东经123°附近转向东北方向移
动，在走出一个“抛物线”后，逐渐趋向朝鲜半岛南
部到日本西南部一带。

在“米娜”移动过程中，有几个时间节点值得
大家留意并及时做好防范。

“米娜”将在明天傍晚前后移入东海南部，很
有可能在10月1日达到它的“巅峰状态”——强
台风级，而此时也正是它距离我国最近的时候。

“米娜”带来的风雨影响或将从明天开始。目
前，市气象台也给出了“9月30日到10月2日我
市有明显风雨影响”的预测。

从市气象台昨天17时发布的预报看，明天夜
里，我市将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

此外，明天我市风力将逐渐增强到4-5级，
夜里5-6级增强到6-7级，阵风8级。

今年第18号台风“米娜”生成
明天至10月2日我市将有明显风雨

本报讯（记者 范洪 通讯员 徐静娜）
戴自刚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戴自刚日前
荣获“浙江工匠”殊荣，并参加了省总工会举
办的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职工文艺汇演
暨“浙江工匠”发布仪式。在发布仪式上，戴
自刚与全省百名“浙江工匠”登台接受授奖。

戴自刚是省交通集团沪杭甬公司宁波
管理处设备管理科一名普通的系统管理员，
他扎根基层，在高速公路机电设备一线奋战
的41年间，凭借着坚韧不拔的意志以及对
工作极度负责的执着，从一名仅有高中文化
的技术工人，成长为一名高级技师和公司大
师工作室的领办人，曾获评省职工经济技术
创新能手。其带头研发的“移动式遥控警示
桩”及“警示桩报警系统”获得国家实用新型
专利，为道路施工及清障施救等工作筑起安
全屏障。

2016年2月，以戴自刚命名的“戴自刚
技能大师工作室”在省交通集团沪杭甬公司
宁波管理处成立，下设立分室7个，以他为
领办人，核心成员8人，共有31名学徒与7
名导师签署师徒结对协议，由核心团队辐射
形成的技师团队人数多达100余人。在公
司运行管理中心的指导和他的带领下，大师
工作室团队不断开展技术革新，3年间获中
国公路学会、集团等荣誉19项，国家专利
24项，在国家级、省级刊物发表论文18篇，
累计为集团公司节约费用约320万元，并发
挥“传、帮、带”作用，使团队人数扩充至100
余人。

戴自刚技能大师工作室
领办人获“浙江工匠”殊荣

今年国庆长假期间，铁路宁波站计划增开列车
10对，主要开往上海、杭州、台州及温州苍南方向。
从列车发车时刻上看，长假期间，车站每天下午3
点-4点及5点-6点半之间，客流将较为集中。特
别是9月30日下午、10月1日上午，7日下午、8日上
午，这4个时间点，将出现出行客流的最高峰。

从目前预售票情况看，除9月30日和10月1
日这两天，目前，国庆长假期间宁波开往北京、天
津、福州、云南、贵州及江西等方向的列车尚有部分
余票。此外，车站工作人员也提醒旅客，在10月2
日前，宁波站对进京高铁列车进行二次安检，提醒
旅客提前到车站进行实名制验票，有序进站乘车。

铁路宁波站这些时段客流比较集中

汽车南站方面，国庆长假期间计划增开客车近
1400班次，其中9月30日、10月1日为客流高峰，
预计发送旅客3万、3.1万人次，部分热门方向，如舟
山、象山及杭州、上海方向出行相对集中，到站再购
票乘车可能无法随到随走，旅客可以提前在网上购
票，按时到站乘车。

此外，因为舟山秀山大桥开通，从9月26日

起，宁波至岱山班线调整为：从宁波出发，乘车至
三江码头，再从三江码头摆渡至秀山岛兰山码
头，旅客可在秀山岛上下客，途中只需25分钟，
然后坐车经秀山大桥直接到达岱山车站，全程在
途时间只需要2个半小时。工作人员表示，预计
国庆长假期间这趟车会比较热门，旅客需要提前
在网上订票。

宁波至岱山班线最好提前购票

今起铁路宁波站高架严禁空载车辆驶入

本报讯（记者 朱琳 通讯员 胡吉）昨
天下午，由宁波市文明办、宁波市教育局和
民盟宁波市委会主办的2019年“我和我的
祖国”主题征文活动颁奖典礼在宁波博物馆
举行。

据悉，本次征文活动以“我和我的祖国”
为主题，旨在激发广大青少年用手中的笔，
饱蘸激情地描绘多彩的祖国，展现新时代宁
波青少年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

大赛分为征文组和视频组两个组别，自
今年 4月开始，历时 6个月，共收到征文
25000余篇，短视频60余个，基本覆盖全市
所有学校和年级、班级。

经专家组评审，冯熙桐等105名同学的
作品在本次征文活动中获奖，孙燕燕等30
名老师获得“优秀指导老师”荣誉称号。

“我和我的祖国”
主题征文活动
颁奖典礼昨举行

讣 告
先父林福兴，原宁波日用家电

五金公司退休干部，因病医治无
效，于2019年9月28日17时20
分去世，享年85岁。

灵堂设于宁波市殡仪馆百寿
堂，定于9月30日早晨6时火化。

儿林伟民、女林琍 泣告
联系电话：13957872345

2019年9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