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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味十足！
“牛人”
还有专享福利
宁波景区春节活动出炉
记者从宁波市文化广电
旅游局获悉，为让留在宁波
过年的新老宁波人玩得开
心、安心，最新春节景区（景
点）活动已经出炉，再加上文
化 活 动 ，重 磅 推 荐 名 单 达
100 余项。

月末有冷空气
带来大风和降温

慈城古县城灯展资料图。
慈城古县城灯展资料图
。 江北文旅局供图

缤纷活动助兴年味时刻
过春节，所有人追求的都是
“最浓年味”。
其中，选择到我市两家 5A
级旅游景区——溪口景区和天一
阁·月湖景区逛逛，定是不会失望
的。2 月 12 日—16 日，溪口景区
推出的
“欢喜溪口年”
将上演迎宾
锣鼓、快闪表演、喜佛赐福等活
动；天一阁里，2 月 3 日会有少年
书家送春联，2 月 13 日（暂定）还
有天一阁新春音乐会。
同时，
九峰山旅游区、浙东小
九寨、丹山赤水景区、前童古镇、
象山影视城、雅戈尔动物园、方特

东方神画等人气景区也将结合民
俗，通过体验式活动，
营造浓浓的
旅游过年氛围。在象山，既有象
山影视城推出的影视庙会，看狮
王争霸、遇明星拜年、玩沉浸体
验，又能在石浦渔港古城趣味研
学，体验全民古装秀，
品尝当地小
吃，年味满满。在宁波杭州湾新
区，方特东方神画寻味中国年活
动以“民俗”
“ 国潮”为主题，带领
游客重拾过年记忆，
既有福禄寿财
豪礼不停，
还可欣赏新春民俗迎宾
秀、
园区互动演艺、
园区潮玩快闪。
今年因地铁 4 号线开通“火”

起来的慈城古县城颜值也很高。
根据计划，将在春节期间推出以
“国潮”为主题的灯展，20 余种大
型灯组，一路赏灯、祈福、点歌体
验令人期待。
此外，
结合疫情防控需要，
我
市一些热门旅游地还推出“云上
过年”活动，让人眼前一亮。例
如，
东钱湖旅游度假区就有
“留甬
过大年、乐活迎新春”活动，将整
合新春特价产品在
“乐活商城”
上
线，
以拍卖、众筹等形式向粉丝发
放旅游大礼包，同时举办线上直
播，
推出湖区新春产品直播抢购。

推出免费福利“牛人专享”
事实上，原地过年已然成为
今年春节市场的主旋律。本月，
我市各大景区相继出台优惠政策
助力新老宁波人
“留甬游甬”
。最
新消息显示，生肖属牛还有额外
福利！
在余姚，1 月 27 日—2 月 26
日，生肖属牛的游客到四明山国
家森林公园、丹山赤水景区（第九
洞天大穿越、
如意天桥、
飞仙滑道
等二次消费项目除外）游玩，
可凭
身 份 证 原 件（1961 年 、1973 年 、
1985 年、1997 年、2009 年出生），

获得免票入园福利。同时，2 月
12 日—2 月 18 日，浙东小九寨也
为生肖属牛的游客免门票。
而且，就连名字取巧了也有
免费惊喜。2 月 11 日—17 日，名
字里有“犇”的游客，凭相关证件
可免费畅游镇海九龙湖景区（含
观光车、游船猴岛、娱乐项目等，
具体内容以当天为准）；
同一个时
间 段 ，生 肖 属 牛（1961 年 、1973
年 、1985 年 、1997 年 、2009 年 出
生）的游客凭相关证件可免费（每
日设 50 个免费名额）体验穿越时

空娱乐项目。
据悉，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
游
客前往景区需提前预约，正确佩
戴口罩，
出示健康码，
同时进行体
温检测，安检通过后方可入园。
游客进入景区后需配合景区工作
人员管理，不扎堆、不聚集，同时
做好自身防护。目前景区接待游
客不超过最大承载量的 75%，超
过限额，
景区将谢绝游客进入，
建
议游客密切关注景区官方微信公
众号或拨打电话咨询。
记者 谢舒奕

本报讯（记者 石承承） 掐指一算，1
月 26 日，我们将进入“五九”。
《数九歌》中
说：
“五九六九，沿河看柳”，意思就是，等
到“五九六九”，天气开始由冷渐暖，大地
渐渐回春，
柳树都发芽了。
不过，今年的“五九”，一股冷空气已
经在等着我们了，
届时将带来一次大风降
温过程，
最低气温将重回 0℃以下。
从市气象台 1 月 24 日发布的十天预
报看，这股冷空气会在 1 月 28 日到 1 月
29 日影响我市，带来大风和降温。
“江湖”
上关于这次冷空气的“传说”早已传开
——这股冷空气自西北向东南影响我国，
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先后有 4℃-6℃的降
温。
从市气象台目前的预报看，1 月 29
日，
全市绝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重回
个位数；1 月 29 日到 1 月 30 日，全市各地
最低气温也将重新跌至 0℃以下。
由于眼下距离冷空气影响还有一段
时间，
还无法确定它到底会是
“青铜”
还是
“王者”
，
有待市气象台发布权威信息。不
过，
大家的提防心还是要有的。
虽然有冷空气
“虎视眈眈”
，
但从总体
天气形势来看，未来十天，影响我国的冷
空气势力总体偏弱，
全国中东部大部分地
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2℃-4℃，其中，
江南南部、华南北部和东北地区东南部的
部分地区气温偏高 4℃以上。
除了冷空气，
在即将开始的新的一周
里，
天气还有哪些变化值得大家留意？
1 月 26 日到 1 月 27 日，我市将有一
次弱降水过程。按照市气象台的说法，
像
这样的弱降水，
只能算是
“无效降水”
。换
句话说，
也就是
“润润唇”
，
而没法
“解渴”
。
因此，
大家一方面要绷紧
“节约用水”
这根弦；
另一方面，
长时间没有有效降水，
天气难免干燥，
尤其是森林气象火险等级
高，
要注意防范。

过去一年，宁波政府数字化转型释放这些
“红利”
最近这一年，市民孙女士到医院看
病，再也没有带过医保卡，只要一部手
机，打开“浙里办”APP，看病就医，检查
配药，全流程搞定。
宁波凯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曲女士
通过“甬易办”申请 3.5 万元企业稳岗补
贴，没想到短短几分钟，
这笔钱就打到了
账户上。
宁波岩顶商贸有限公司段女士一天
之内就完成企业开办登记注册，顺利领
取电子营业执照及含有数字证书、电子
签名密钥和印章印模图形的一套 4 枚电
子印章。这在全省还是首次。
刚刚过去的 2020 年，你的工作生活
是否因“互联网+政务服务”而变得更加
智能、便捷？享受到了政府数字化转型
带来的
“红利”
？
去年以来，我市深入贯彻落实省政
府关于深化
“最多跑一次”
改革推进政府
数字化转型工作部署，按照当好
“重要窗
口”模范生要求，以政府数字化转型“十
大行动”和多业务协同数字化应用为抓
手，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围绕打造“掌上办事之市、掌上办
公之市”
目标，
不断推进
“整体智治”
现代
政府建设。
去年 5 月，在国办网上政务服务能
力第三方评估中，我市以 95.28 分在全
国 32 个重点城市中位列第三。7 月，复
旦大学和国家信息中心数字中国研究院
联合发布的“2020 中国开放数林指数”
和《2020 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报告》
中，我市在全国 113 个地级市（含副省
级）中综合排名第三、省内排名第一。
荣誉的背后，
是我市不断深化的
“互
联网+政务服务”。去年以来，我市着力
推进政务服务 2.0 建设，已实现 1213 个
事项上线运行，全省政务服务 2.0 应用
推广现场会在鄞州区行政服务中心召
开。完善浙江政务服务网宁波平台建
设，升级改造市统一权力运行系统，
全市
政务服务总收件量已达 3104 万件，网办
率 83.18%。
与此同时，我市持续提升“浙里办”
APP宁波频道用户体验，
整合全市自建政
务服务移动端 APP、公众号，
实现掌上办

事
“一端通办”
“
。浙里办”
注册数超 638.8
万，
日活跃用户数已突破 17.4 万，
全市已
上线31800 个
“掌上办”
事项，
提供351 个
高频应用，
开设 16 个热门服务专区，
提供
19个特色服务。在疫情防控背景下，
助力
复产复工，
我市创新打造的
“甬易办”
一键
兑付平台，上线以来总访问量已达 1088
万人次，
上线政策565项，
惠及49.52万户
企业（个人），
金额达86.1亿元。
去年 8 月 8 日，宁波城市大脑建设
应用正式启动，该项目总投资 4.6 亿元，
分两期进行，将构建八大数字应用支撑
体系、五大功能中心，
一体化建设城市大
脑和大数据中心，全面优化集成智慧城
市、数字政府、公共服务数字化应用系
统，
实现
“一网通办”
“一脑通治”
“一屏通
览”
“一码通服”
。
让城市更聪明一点、更智慧一点，
是
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必由之路。去年，我市不断加快数据共
享开放并取得新突破。数据显示，
去年，
我市组织开展数据共享开放“百日攻坚
行动”
，
加强数据编目、归集、整合、治理、

共享、开放和安全管理。推进公共数据
平台建设，已归集公共数据 97 亿条，比
2019 年底增长 162%；提升“数据高铁”
实时归集能力，已完成 17 个部门的 22
个信息系统接入，实时归集 94 类 21 亿
条数据。
与此同时，
我市发布《宁波市公共数
据资源目录（2020 版）》，
累计编入全市公
共数据目录资源数达 13721 个，数据项
180377 项，较 2019 年底增长 511%。持
续推进公共数据共享，
为
“甬易办”
、中小
企业纾困等惠企助企应用累计提供 32 类
1960 万条共享数据，
推进共享数据在
“无
证明办事城市”
建设中的应用，
为全市数
字化应用提供 255 类 7.2 亿条共享数据。
同时，
为加快公共数据开放利用，
市
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开放数据集由 125 个
增至 877 个，增长率 600%，累计开放数
据项 10869 项，推出 25 个数据开放创新
应用。成功举办首届数据开放创新应用
大赛，4 件作品入围省决赛，1 件作品荣
获省二等奖。
记者 范洪 通讯员 俞柏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