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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
3D第2019177期：0 6 1
七乐彩第2019076期：02 10 14 22 26 27 29 21
6+1第2019076期：7 4 7 4 0 8 狗
15选5第2019177期：04 05 10 12 14
●体彩
大乐透第19076期：01 06 11 23 29 01 11
20选5第19177期：02 04 06 16 20
排列5第19177期：2 3 2 6 7

彩票开奖公告

本版图文除署名外均据新华社

■国内■本地

梅雨季菜价略涨
鸡蛋价格便宜了

本报讯（记者 史娓超）据宁波市生活必需
品市场监测系统监测，上周（6 月 24 日—6 月
30 日）整体市场供需保持平稳。重点监测的
156 种商品中 59 种商品价格上涨，占 37.82%，
35种商品价格下跌，占22.44%。

粮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总体平稳，梅雨季蔬
菜价格应季上扬，叶菜类价格涨势靠前，而鸡
蛋市场表现小幅下行。本周蔬菜批发价格4.22
元/公斤，环比上涨7.7%；农贸市场蔬菜零售价
格10.04元/公斤，环比下降0.2%。超市蔬菜价格
7.58元/公斤，环比下降3.3%。鸡蛋市场方面，本
周我市农贸市场均价11.00元/公斤，环比持平；
超市零售价格10.48元/公斤，环比下降1.6%。

上半年宁波口岸
进口整车数增加1.1倍

本报讯（记者 严瑾 通讯员 张子睿）据宁波海
关统计，宁波口岸上半年实际进口整车 4147 辆，同
比去年增加1.1倍，总计货值13.7亿元。

今年上半年，宁波梅山口岸进口车面临的最大
的一个问题就是仓储爆仓——原有平行进口汽车
仓储场地 4000 辆的设计储量已不能满足实际进口
规模。为此，宁波海关多次调研，优化场地，使宁波
梅山保税港区整车仓储辆跃升至 10000 辆以上，预
计可以满足今后至少5年需求。

“宁波口岸进口整车保持了稳定增长态势，在今年
4月份实现了累计货值破百亿的历史性跨越，宁波梅山
保税港区也逐渐成为我国主要整车进口口岸之一。”梅
山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岑春说。

浙江省青年
创新创业大赛启动

本报讯（记者 朱琳 通讯员 施寒潇）7 月 3
日上午，一场全省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在宁波
北仑博地影秀城拉开序幕，来自全省各行各
业的近 300 名创业青年代表参加活动。

据悉，这是由团省委、省委网信办、省经信
厅、省科技厅、省人力社保厅、省农业农村厅、
省商务厅、省学联主办，市委组织部、团市委、
北仑区政府承办的2019年“创青春”浙江省青
年创新创业大赛。

按照赛制安排，本次大赛将历时 3 个月，
面向全国征集近千余项目，最终选拔出 45 个
优质项目进入决赛，并择优推荐至全国赛。

望京门遗址公园
规划效果图来了

夏季达沃斯论坛闭幕

第十三届夏季达沃斯论坛顺利结束全部议
程，3日在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落下帷幕。

以“领导力4.0：全球化新时代的成功之道”为主
题的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共举办企业家对话会、文
化晚宴、专业分论坛等200余场，吸引了全球90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2000余名政商界领袖、学界专家和媒
体代表参会，利用3天时间讨论了5G、全球化、人工
智能、气候变化、无人驾驶汽车等热点话题。

中国经济前景、中国对外国企业新政策、中国
资本转型等中国话题依然是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讨论的热点话题，中国释放的扩大开放、坚持改革
等信号获得积极反响，多数与会嘉宾对全球经济
发展中的中国动能、中国方案充满信心和期待。

下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2020年在天津举办。

■国际

欧盟新领导层人选名单
艰难出炉

经过连续三天的激烈博弈，欧盟28国领导人2
日晚终于就数个欧盟下届领导职位人选达成一致。

欧洲理事会决定提名德国国防部长冯德
莱恩担任欧盟委员会（欧委会）主席，此外还
选 举 比 利 时 首 相 米 歇 尔 担 任 欧 洲 理 事 会 主
席，提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担任
欧洲中央银行行长，提名西班牙外交大臣博
雷利担任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分析人士指出，新领导层人选名单看似平衡，
但欧盟内部反对声不绝于耳，名单能否最终过欧洲
议会这一关仍有待观察。即便最终过关，面对丛生
的矛盾和分歧，新一届欧盟领导团队也任重道远。

利比亚一难民收容所遭空袭
170余人死伤

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东部一处难民收容所
3 日凌晨遭遇空袭。截至目前，空袭已造成 44 人
丧生、130人受伤。

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卫生部官员证实，空袭
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据联合国驻利比亚有关机构
统计，空袭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到44人。

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发表声明，指责利比亚
“国民军”发动此次野蛮空袭。声明还呼吁联合国调
查空袭真相，并采取坚决措施制止此类侵犯行为。

联合国秘书长利比亚问题特别代表加桑·萨
拉姆随后也发表声明，谴责此次空袭。

边挂盐水边做CT检查
镇海“吊瓶哥”暖了朋友圈

本报讯（记者 周科娜 通讯员 陈丹）昨天，宁
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公布了《宁波市望京门遗址
公园方案批前公示》，展现了望京门遗址公园的效
果图和公园的初貌。

根据公示方案，望京门遗址公园位于海曙区鼓楼
街道，西至望京路，南至中山路，北至中宪巷，东至效实
巷。公园总用地面积约12036㎡，总建筑面积约2886㎡。

据了解，建成后的望京门遗址公园，将基于明
州罗城城墙遗址的主题特色，融合城市公园功能
性，结合遗址展示廊、公交场站、轨道站点等公共服
务设施，设置广场、景墙、座椅及绿化空间，打造功
能复合、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开放式空间。

本报讯（记者 郑凯侠 通讯员 李瑞
文/摄）近日，一张医生一边挂着盐水一边为
病人做CT检查的照片，在朋友圈感动了许多
人。记者了解到，这位“吊瓶哥”是宁波镇海龙
赛医院放射科主管技师谢琦涛，照片是他同
事于7月2日下午2点左右拍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