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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谢舒奕）在桂子飘香、秋意渐起的时
节，去看看湖景，吹吹湖风，那是最好不过的了。今天，
记者向您推荐的，就是一条非常便捷的鄞州湖光山色揽
胜之旅。

从宁波城区出发，先直赴鄞州中心区。如果乘坐公
交，可选择59路、183路、108路等，在鄞州公园二期站
下车。稍走几步，便可以看到一片非常秀美的湖面。那
里水质澄清，水面开阔。近处，湖畔绿草如茵，柳树成
排；远处，则可以看到鄞州南部商务区的高楼耸立。造
型美观的南部商务区高楼，倒映在如镜的湖面，构成一
幅绝美的现代城市和田园交织的画面……

鄞州公园二期也被称为鄞州湿地公园。据相关资
料显示，区别于一般公园只注重内部景观营造，该公园
坚持“景观渗透”的设计理念，更多地突出水岸一体，绿
植和人文相融。据有关资料介绍，这个湿地公园的水面
占公园总面积的35%，岸线长达1.5万米，湖面阔大、湿
地漫滩，构成多种亲水的生态景观。

沿湖，则设置有栈道和观景平台，还有草坪，给游客
非常好的观湖体验。甚至，那里还有一个灯塔景观……

观赏好鄞州湿地公园，有兴致的游客，还可以到附
近的鄞州南部商务区转转。那里高楼林立，水街旖旎，
还有不少美食，给人以一种才赏田园，又归繁华的别样
感觉。如还有兴致，那么，就让我们一起去美丽的东钱
湖吧……

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官方推荐
湖光山色揽胜之旅：四明金融小镇-鄞州湿地公

园-南部商务区-东钱湖旅游度假区

本报讯（记者 石承承 通讯员 虞南）扑簌秋雨中，市气象台于昨
天发布消息：我市已于10月15日出汛。

今年汛期的特点，用一个字来概括：凶。我市于4月15日入汛，
截至10月15日，平均降水量达1387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45%；降
水量最多的是宁海，达到1604毫米；降水量最少的是奉化，也有1217
毫米。

其中，石浦国家基本气象站的降水量破历史同期最多纪录，北仑、
镇海、象山、余姚降水量均列历史同期第二位。

相比降水量，今年汛期全市平均降水日数为84天，与常年同期基本
持平。降水日数不见长，降雨量却偏多45%，雨势之凶猛，可见一斑。

“问雨哪得凶如虎”？和梅雨有关。今年的梅雨期长达30天，超
过整个汛期降水日数的三分之一；梅雨量也比常年平均偏多66%，是
1997年以来最多的一年。

和台风有关。今年有5个台风影响我市，包括今年登陆我国的最
强台风“利奇马”，它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登陆浙江，对宁波综合致灾强度
第二的台风；还包括新中国成立后10月首次登陆舟山的台风“米娜”。

和暴雨天气过程有关。汛期期间，受东风系统影响，我市先后3
次出现暴雨天气过程。

面对严峻的气象灾害形势，我市气象部门在汛期加强预报预警服
务，启动应急响应22次，应急时长611小时。

市气象台发布预警信号79次，其中，红色预警4次。日均发送公
众服务短信211万人次；微博、微信等融媒体平台滚动更新5216条，
阅读量超过1514千万；官网访问量超过360万人次。参与台风“利奇
马”等气象灾害的保险理赔工作，其中，巨灾保险2次，农业指数保险6
次。开展面向港口、电力、交通、危化企业等重点行业风险气象服务，
发送专业服务短信1080余万条。

我市于10月15日出汛

今年梅雨量
22年来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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