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甬金牌合唱团共唱红歌
本报讯（记者 徐叶 通讯员 张玉菲）昨天晚

上，“我和我的祖国”京甬学生合唱音乐会暨宁波
市教育局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主题宣传教育
活动在文化广场保利大剧院举行，北京“一七一金
帆合唱团”和宁波市职教中心“飞梦合唱团”齐聚
一堂，以350人的豪华阵容唱响赞美祖国之歌。

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金帆合唱团始建于
1990 年，2014 年 4 月签约为“国家大剧院童声合
唱团”；飞梦合唱团成立于 2005 年，由近 80 名中
职男生组成，获得过国内国际各项比赛大奖。两
个金牌合唱团演绎了《嘎达梅林》《大海啊故乡》

《我和我的祖国》等经典曲目。

宁波首次举行自主择业军转干部
就业创业培训沙龙

本报讯（记者 戴晓燕 通讯员 李晓）为更好
促进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实现就业创业，7 月 11
日，宁波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举行自主择业军转干
部就业创业培训沙龙，这是宁波市首次针对自主
择业军转干部举办的就业创业培训。

此次培训沙龙是宁波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为
迎接“八一”建军节而举办的“八个一”系列活动
之一，对自主择业军转干部报到流程、权利保障、
福利待遇、就业创业税收优惠、融资贷款等方面
进行了政策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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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

本版图文除署名外均据新华社

■国内

杭州上线“城市大脑”停车系统
浙江首个提供“先离场、后付费”便捷泊车的

城市大脑停车系统近日在杭州上线。目前，这个
系统已覆盖杭州所有区县市，接入 26 万余个泊
位，实现“一次绑定、全城通停”。

据了解，杭州市民可通过市民卡、支付宝等30
余种途径，开通便捷泊车服务，绑定后，就可在全
市范围开放性的停车区域享受“先离场、后付费”
体验，即“一次绑定全城通停”，避免了现在遇到的

“多个停车区域、多个系统、多次注册”的困扰。
除了“先离场、后付费”功能，今后城市大脑

停车系统还将实现停车诱导、反向寻车、车位预
约、共享泊位等特色停车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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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开奖公告

我国第一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
——“雪龙2”号11日在上海交付，并将于今年底首
航南极，我国极地考察现场保障和支撑能力取得新
的突破。

“雪龙2”号船长122.5米，型宽22.32米，设计吃
水7.85米，设计排水量13996吨，航速12-15节；续
航力2万海里，自持力60天，具备全球航行能力；能
满足无限航区要求，可在极区大洋安全航行，能以
2-3节的航速在冰厚1.5米+雪厚0.2米的条件下连
续破冰航行。

在今年下半年我国开展的第36次南极考察任
务中，“雪龙2”号将与“雪龙”号一起编队，共同奔赴
南极中山站。

“雪龙2”号交付 首航将直奔南极

上周宁波蔬菜、猪肉、鸡蛋都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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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7月7日）整
体市场供需保持平稳。重点监测的 156 种商品中
50 种商品价格上涨，占 32.05%，40 种商品价格下
跌，占25.64%。

粮食市场价格小幅上涨，零售均价6.65元/公
斤，环比持平；批发均价4.14元/公斤，环比持平。

蔬菜价格继续回升。蔬菜批发价格 4.32 元/
公斤，环比上涨 2.4%；农贸市场蔬菜零售价格
10.19元/公斤，环比上涨1.5%。

猪肉、鸡蛋价格总体上涨。猪肉批发市场价
格 26.31 元/公斤，环比上涨 0.6%；超市零售价格
为 31.51 元/公斤，环比上涨 1.2%；农贸市场零售
价格 33.20 元/公斤，环比上涨 0.6%。鸡蛋市场表
现小幅上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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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元/公斤，环比
上涨3.8%；批发市场价格平稳。

本报讯（记者 吴震宁 通讯员 朱启东 洪
琦 文/摄）7 月 11 日下午，在江北区洪塘街道袁
陈村，国网宁波供电甬城配网公司顺利完成该台
区的增容布点工作，为该区域居民夏季用电安全
稳定提供了有力保障。

入夏以后，居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国网宁
波供电公司针对人口密集、用电量大的台区，全
面启动了变压器新增扩容、配网老旧设备、线路
改造等项目，着力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与电力供应
之间的矛盾。图为作业人员正在拆除老旧箱变。

宁波电力为迎峰度夏增容补点

本报讯（记者 石承承/文 通讯员 林海伦/
摄）“这是大花斑叶兰第一次在宁波被人发现并
记录。”7月11日上午，市植物研究专家林海伦抛
出一枚“重磅炸弹”。

大花斑叶兰被发现的重要意义，不止在于“第
一次”，还在于它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

这批大花斑叶兰生长于奉化溪口的山上，在
不到10平方米的林子下，约有300株大花斑叶兰
成片状生长，目前已经陆续开花。

林海伦说，此前他曾在台州苍括山山顶附近
看到过大花斑叶兰，但当地海拔在 1200 米以上，
而宁波境内没有海拔超过 1000 米的高山，一般
认为不会有此种植物分布，“这次在四明山区域
发现成片大花斑叶兰，证明这里的环境适合兰科
植物生长，将来在宁波境内还有可能发现更多珍
稀兰科植物。”

大花斑叶兰首度亮相宁波

青岛成立三个调查组
查处地铁相关问题

青岛地铁连续发生安全事故和质量举报事
件，引起广泛关注。记者11日从青岛市委相关部
门了解到，青岛市已成立专门调查组，认真依法
查处地铁相关问题，青岛地铁一号线公司总经理
已被停职；全面排查在建公共设施建设质量，对
发现的问题决不姑息。

5 月 27 日，由中铁二十局施工的地铁 4 号线
沙子口静沙区间施工段坍塌，5 名被困工人全部
遇难；7 月 4 日，由中铁十九局承建的青岛地铁 1
号线胜利桥站施工围挡处发生塌陷，造成1名施
工人员死亡。此外，青岛地铁 1 号线一外部电力
管道工程施工方近日自曝违规施工、偷工减料，
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朝鲜谴责韩国引进美隐形战斗机
朝鲜外务省美国研究所政策研究室室长 11

日发表谈话说，韩国当局近日准备再次从美国引
进隐形战斗机的做法挑战了朝韩军事协议，此举
是使朝鲜半岛局势滑向军事紧张边缘的危险行
径，将迫使朝鲜采取回应措施。

据朝中社当天播发的这份谈话内容，这名未
具名的官员表示，继今年 3 月后，韩国准备本月
中旬再从美国引进两架F-35A型隐形战斗机。引
进这种“看不见的杀人武器”，“是对明确规定全
面停止针对对方的增强武力行为的《〈板门店宣
言〉军事领域履行协议》的正面挑战”。

这名官员表示，韩国当局如不能摆脱对外来
势力的依附，北南关系的前景就毫无希望。针对
韩国引进更多“杀人武器”的做法，“朝鲜也不得
不进行特殊武器的开发与试验，以彻底摧毁这些

‘杀人武器’”。

美国对法国数字服务税
发起“301调查”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10 日宣布，根据《1974
年贸易法》第 301 条款，美国决定对法国政府将
于 11 日通过的数字服务税法案发起调查，此举
或将进一步加剧美欧经贸摩擦。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10 日发表声明说，法
国政府拟征的数字服务税涵盖的正是美国企业
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的数字服务领域，新税将“不
公平”地针对美国科技公司。

今年 3 月初，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布鲁诺·
勒梅尔提交了一份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法律草案，
拟对谷歌、亚马逊、脸书等30余家全球互联网巨
头征收数字服务税。

除法国外，英国、意大利、奥地利、新西兰等
国也在考虑征收数字服务税，欧盟也在就此进行
论证。经合组织正试图找到一个国际公认的解决
方案，从而将数字服务纳入税收框架。

我市开展防汛防台防地质灾害
桌面应急演练

本报讯（记者 陶倪 通讯员 沈）宁波市即
将进入主汛期，为进一步提高全市横向协同、纵
向联动的防汛防台组织指挥水平，提高综合防灾
减灾能力和公众防汛防台应急意识，7 月 11 日，
宁波市防汛指挥部组织开展了“2019宁波市防汛
防台防地质灾害桌面应急演练”。

现场以 VCR 形式展现了演练科目内容，模
拟的情况为强台风正面袭击宁波，全市普降大暴
雨，局部特大暴雨。市防指根据《宁波市防汛防台
抗旱应急预案》及台风严重程度、影响范围，组织
气象、水利、应急管理、自然资源和规划、农业农
村等部门会商，并分别启动Ⅳ级、Ⅲ级、Ⅱ级和Ⅰ
级防汛防台应急响应，部署全市防汛防台抢险救
灾工作，包括水库预警放水、船只回港避风、人员
转移、水上人员搜救、失控船只救援、地质灾害搜
救、城市内涝强排、水库堤防管涌封堵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