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王之韵 奉化区龙津实验学校402班

2 王俊衡 慈溪阳光实验学校502班

3 王炳钧 四眼碶小学新河校区502班

4 毛若涵 鄞州区堇山小学607班

5 邓 涛 鄞州区邱隘镇中心小学
教育集团回龙校区601中队

6 朱勋阳 象山县培智学校卫星班

7 刘嘉乐 江北区费市小学603班

8 江乐萱 镇海区精英小学401班

9 芦雨涵 江北区洪塘实验学校505班

10 杨雅茹 宁海县强蛟镇中心小学二（2）班

11 肖豆豆 江北区庄桥中心小学505班

12 吴天添 余姚市实验学校401班

13 汪小桐 北仑区华山小学404班

14 沈思晨 镇海应行久外语实验学校504班

15 沈家禾 奉化区实验小学505班

16 张之茹 北仑区绍成小学406班

17 陈 晨 奉化区莼湖街道尔仪小学605班

18 林柯冰 鄞州实验中学711班

19 林逸凡 镇海区中心学校五（4）班

20 罗峻琪 惠贞书院403班

21 罗慧畯 镇海区立人中学7B2班

22 单皓轩 奉化区江口街道中心小学502班

23 项雯斐 鄞州蓝青学校102班

24 胡可依 宁海县长街镇第二小学三（1）班

25 施则行 海曙赫威斯学校四年级402班

26 秦 奋 江北区实验小学604班

27 徐昕然 余姚市泗门镇中心小学406班

28 徐超怡 余姚市姚北实验学校401班

29 徐靖杰 宁波外国语学校J2210班

30 陶懋辰 海曙外国语学校501班

31 黄沁晨 奉化区实验小学505班

32 梅根培 镇海蛟川书院初一14班

33 商澜祺 北仑区小港中心学校601班

34 蒋芊滢 高新区实验学校505中队

35 舒一航 海曙区镇明中心小学
（云石校区）404班

36 鲁若晨 慈溪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五（7）班

37 童诗轩 东恩中学2211班

38 黎嘉乐 象山县西周镇中心小学303班

39 潘乐协 象山县大徐镇中心小学303班

40 潘宸寅 海曙第二外国语学校501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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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朱琳 通讯员 施
寒潇）他的父母从工地下班来学校
接他，父母担心自己身上脏会让儿子
觉得丢人，但他却回答：“我爸妈不偷
不抢，没什么好丢人的。”

小暖男邓涛的故事今年1月登上
央视，他的这句话引发百万网友点赞。

7月20日上午，由共青团宁波市
委、市文明办、市教育局、市少工委联
合开展的2021年宁波市“争做新时
代好少年”学习宣传活动颁奖仪式举
行，40名“新时代好少年”出炉，邓涛
就是其中之一。

本次活动历时4个多月，在前期
全市中小学校、各区县（市）少工委推
荐的基础上，共寻访市级“新时代好
少年”40名，涵盖热心公益、勤学创
新、尊师孝亲、自强自立、诚信守礼五
大类别。

现场，还有不少好少年的事迹令
人感动。

“以后有空记得多来看看我们哦。”
“嗯，我一定会再来的。”从第一

次跟随父母做志愿者，接过敬老院老
奶奶的一把糖开始，她记住了对奶奶
的“一定再来”的承诺。此后，她每隔

一段时间就会去敬老院为老爷爷老
奶奶理发，给爷爷奶奶们跳跳舞，捶
捶背，扫扫垃圾。

在疫情防控期间，为了帮助邻居
独居老人能正常出行，她从家里拿出
仅有的5个口罩……“诚信守礼”好少
年沈思晨不断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自
己的承诺。

“勤学创新”好少年施则行细心
观察，认真研究，不断开展发明创造
活动。

他创作出版发行6万余字的儿童
科普小说《虫虫圆梦记》，得到中国著
名昆虫学家张巍巍和儿童文学作家
保冬妮、邹敦怜等专家的好评与推
荐。他曾设计小小智能家居，疫情期
间，结合3D打印设计制作“物联网智
能口罩机”。

“通过挖掘培育一批青少年身边
可亲、可信、可学的榜样，引导全市广
大青少年从身边的榜样学起，见贤思
齐、奋发向上、崇德向善，用少先队员
身边的‘小故事’讲好做人的‘大道
理’，从小‘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让
宁波涌现出更多的‘新时代好少
年’。”团市委相关负责人说。

全市建成快速路8.8公里，新
增改造城市道路77.5公里，建设
联网路 6条，新建绿道 140 公里
……根据《宁波市城市交通拥堵
治理工作2021年实施方案》（以
下简称《实施方案》）的要求，今
年，我市持续加快区域骨干路网
建设，推动城市道路“成环成网”，
均衡路网交通流量，进一步提升
道路交通服务水平。

道路是城市交通健康运行的
“骨架”，路网增强，是治堵工作的
重要组成。今年，我市将续建环城
南路西延、西洪大桥及接线、鄞州
大道-福庆路（东钱湖段）一期、世
纪大道（东明路-永乐路段）等工
程，全年建成快速路8.8公里、新开
工9公里、续建24.2公里。

以7月1日刚刚通车的、宁波
城区南北向的高架快速路——世
纪大道快速路（东明路-永乐路）
为例，这段快速路打通了世纪大
道-北外环互通立交快速路节点，
实现了现状道路与快速路网的高
效衔接，加强了江北区、镇海新城、
北高教园区、科创大走廊、新材料
科技城、宁波植物园之间的联系沟
通，改善区域之间交通出行，也强

化了宁波绕城高速之间的沟通，对
充分发挥快速路网效益，加强中心
城区集聚辐射功能，缓解镇海新
城、新材料科技城的交通压力有着
重要作用。

《实施方案》明确，我市今年要
全力以赴加快实施首次列入省政
府民生实事的“拥堵路段改扩建”
项目2个，确保今年11月底前完
成学院路二期（中山西路-望童
路）、句章东路（学士路-庆元大
道） 建设，实现高峰时段通行能
力、车速提升10%。

今年，全市计划新增城市道路
45.5公里。提升城市（含县城）路
网密度，确保路网密度达到7.0公
里/平方公里，其中主城区新增、改
造城市道路24.5公里；主城区建设
联网路2条，自行安排其他区县
（市）建设联网路4条，进一步均衡
道路交通负荷，支撑各区域发展。

此外，为加强慢行交通建设管
理，提高慢行系统品质，进一步推
进“公交+慢行”交通顺畅出行链，
我市还将推进市区公交专用道建
设联网成片，新增公交专用道13.3
公里，新建城市（含县城）绿道140
公里，开展自行车专用道的建设；
在市六区丽江路、丽园路等9条道
路开展人行道（每条长度不少于2
公里）净化行动，改善慢行交通出
行环境；统筹规划和建设过街天
桥、地下通道等设施，建成月湖地
下通道，开工建设李惠利医院地下
通道。记者 王思勤 通讯员 汤林

青少年身边可亲、可信、可学的榜样

2021年宁波市“新时代好少年”出炉
建成快速路8.8公里，新增改造城市道路77.5公里……

路网不断增强 市民出行更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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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各类金融诈骗呈现多发态

势，不法分子利用社会公众金融风险防

范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薄弱的情况，通

过非法开立、买卖银行账户和支付账户，

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逃税骗

税、贪污受贿、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

面对当前复杂严峻的电信网络诈骗

犯罪形势，兴业银行宁波分行认真贯彻

落实关于打击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工作

要求，坚持打防管控一体化推进，大力推

动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新型违法犯罪

工作走深走实，着力构建全民宣传防范、

全程预警劝阻的反诈体系。近日，该分

行下辖杭州湾新区支行携手世纪金源物

业，走进世纪城聚江苑小区，开展“金融

知识万里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

传活动。

活动中，工作人员紧扣严防电信网

络诈骗主题，通过现场发放宣传折页、游

戏互动、现场答疑、情景模拟等方式深入

浅出地介绍了“什么是电信诈骗”、“常见

的电信诈骗案件”及“犯罪分子惯用的诈

骗手段”等内容。同时，结合发生在大家

身边的电信诈骗案件，深刻揭露了电信

诈骗的特征及危害性，进一步警示公众

防范电信诈骗要做到不轻信、不透露、不

转账，提高自身的防范意识，防止上当受

骗，如有疑问或发觉被骗，要及时拨打

110向警方咨询、报警并迅速终止交易，

保存涉案证据。

此外，该支行为扩大反诈宣传覆盖面，

筑牢风险防范“防火墙”，还定期深入其他周

边小区、学校及合作企业等各类场所开展反

诈宣传活动，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防骗意

识，营造全民反诈的浓厚氛围，依托及动员

社会各界力量将“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系

列活动推向更高点，守护好人民群众的“钱

袋子”。 崔东益 袁晶晶

兴业银行宁波分行
开展“金融知识万里行 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活动 6月18日，交通银行宁波分行落地首

笔“新农直通贷”业务，宁波一家果蔬专业
合作社获批200万元授信额度。合作社
负责人章女士激动地表示：“新农直通贷
的推出，对农业合作社的帮助真是太大
了！非常感谢政府、银行以及相关单位对
三农发展的关心和支持！”

2021年5月，为贯彻落实“我为群众
办实事”工作要求，结合2021年中央一号
文件精神和金融支持“三农”重点工作，农
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信贷直通车”活动。活动通过运用新农信
息直报系统获取融资需求清单，由全国农
业信贷担保体系提供担保服务，对接银行
发放贷款。该活动项下“新农直通贷”业
务旨在打造“主体直报需求、农担公司提
供担保、银行信贷支持”的信贷直通车体
系，通过数据共享增信，为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提供更加便捷有效的金融服务，有效
破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融资贵、
融资慢”难题。

交通银行宁波分行作为“长三角”区

域分行在系统内首批试点开办“新农直通
贷”业务。该行领导班子高度重视，要求
分行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召开专题会议布
置落实相关工作，并由普惠金融事业部牵
头，将“新农直通贷”业务作为金融服务乡
村振兴工作全面加以推进。在政、银、担
三方推动下，活动得到了广大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的热烈响应，章女士的合作社就是
其中之一，她的合作社主要从事柑橘种
植，因规模小、无符合要求的抵押担保，融
资难问题一直困扰着章女士。6月14日，
章女士了解到“新农直通贷”活动后，就抱
着试试看的心态向交通银行提出了申请，
没想到仅仅5天时间，贷款额度就批下来
了，贷款由农信担保公司担保，还可享受
优惠利率，真正解了章女士的燃眉之急，
贷款提用后她不禁为交通银行快捷、高效
的服务竖起了大拇指。

下一步，交通银行宁波分行将持续强
化推进“直通贷业务”，与农业农村部联合
全面做好新型主体融资需求对接，全力践
行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社会责任。 孙 燕

交通银行宁波分行落地首笔“新农直通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