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10日晚，第七届“广洋·
海尚国际杯”招宝Dancing全国嘻
哈文化节在区人民大会堂圆满落
下帷幕。右图从左到右舞种分别为
HIPHOP BREAKING POP-
PING WACKING。

（记者汤越 摄）

!更多内容详见第三、四版

舞动招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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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网络建设 扩大应用覆盖

宁波移动牵手我区领航“5G+”

本报讯（记者张超梁 武亚东
通讯员胡彦）记者昨日从中国移动
镇海分公司获悉，截至目前，镇海移
动已在七里屿岛、宁波大学、镇海移
动骆驼营业厅与宁波石化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委会附近等点位开通5G

基站。“在原有4G基站基础上，加载
5G设备，同时再增补一些站点，将
来5G基站布点会更密。”镇海移动
副总经理吴伟华表示，今年底将实
现我区核心城区的5G覆盖。

今年2月，区政府与宁波移动

举行签约仪式，双方就加快数字经

济发展达成战略合作，全面启动镇
海以“5G科创大走廊”和“5G智
慧新城”为代表的5G移动网络建
设。根据签约内容，双方将在镇海
辖区内对甬江科创大走廊、宁波石

化区、镇海新城等区域优先加大
5G网络建设投资，优先实施5G网
络覆盖，试点5G创新技术。

今年4月上旬，在七里屿岛上，
宁波移动开通了全国首个“5G+”

微波基站。这标志着我区正式迈入

5G时代，也代表着全国首次实现

对偏远海岛5G信号的覆盖。
“5G应用覆盖方面，借助5G网

络‘高带宽、低时延、大连接’的
特性，镇海移动与宁波石化区联合
共建园区应急指挥中心，助力绿色

石化建设，提升安全系数。”吴伟
华说，此外，应用5G网络的应急
指挥车也将在今年底投入使用。这
是宁波移动与宁波石化区打造5G
智慧园区的5G应用之一。

“借助镇海移动骆驼营业厅5G
基站的开通，5月10日上午，我区
打通第一个5G电话。视频通话接
通后，呈现的画面清晰，传出的话
音音质饱满。”吴伟华说，5G信号

从镇海移动骆驼营业厅至位于高新
区的宁波移动办公大楼实现双向畅

通，两地距离超过10公里。

借助宁波大学5G基站的开通，
镇海移动推动5G智慧教育应用，
构建5G产业融合新生态。“通过
5G超高速、超低时延的数据传输，
在远程教学中将5G、全景远程技

术、VR和课堂教学相融合，打造
异地互动教学模式。”吴伟华表示，
市民可以足不出户让远在课堂的教
师像是站在自己的面前授课。

“4G改变生活，5G改变社会。”

吴伟华表示，宁波移动运用5G技
术赋能各行各业，已打造一批5G
试点项目和行业应用，推动5G深
度融入宁波“246”万千亿级产业
集群。若有5G赋能意向，我区企

业也可联系镇海移动，合作分享
5G应用带来的红利。

我区第十家院士工作站成立
加拿大工程院院士为镇海量身打造“城市良心”

本报讯（记者张泽钦 武亚东）

昨日上午，镇海规划勘测设计研究
院（以下简称镇海规划院）朱志伟院
士工作站签约启动仪式举行。

2018年4月，作为宁波大学全职
引进的高层次领军人才，加拿大工程

院院士朱志伟担任宁大海洋工程研
究院院长，成为宁波籍院士中首位回
甬工作的发达国家院士。朱志伟是可
持续城市排水系统和可持续水电研

究领域的国际顶尖专家，曾荣膺加拿

大土木工程协会杰出成就奖，为该奖
40余年来唯一的华人获得者。

镇海规划院朱志伟院士工作
站，是我区建立的第十家院士工作
站。该院士工作站的签约启动，标志

着我区在推进产学研合作，尤其在
推动城市规划建设方面又迈出新步
伐，是践行“六争攻坚”专项行动、实
现城乡争优的有力举措，将为我区

建设“港口强区品质之城”产生积极

的推动作用和示范效应。
通过建立院士工作站，柔性引

进院士智力，是我区产业转型升级
中弥补高尖端人才紧缺、服务全区
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举

措。在市科协帮助指导与区委区政
府、宁大支持下，镇海规划院与朱志
伟达成设立院士工作站的意向，探
索校地合作、科技产业化的新模式。

镇海规划院将加强与朱志伟及

其团队的合作，借助国际顶尖专家
创新团队的科学研究方法、现代思
维理念，在高层人才培育、科技合作
交流等方面积极作为，持续提高创
新能力和专业能力，依托院士工作

站这一平台，进一步推进科研成果
的应用转化，达到科技创新应用价
值的最大化，更好地为我区城市建
设服务。

值得关注的是，围绕海绵城市

建设、水环境整治、管网监测评价、
暴雨强度公式与水环境承载力等系
统领域，朱志伟院士及其领衔的科
技创新团队将和镇海规划院开展研
究、合作。

区政府与中交水利水电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协调解决困难问题 推动政企互利共赢
本报讯（记者梅佳燕 张宁）昨

日下午，区政府与中交水利水电建
设有限公司（下称“中交水利水电”）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区委副书记、区
长何黎斌，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
司(下称“中交上航局”）党委书记、董

事长侯晓明，区委常委、区政府党组
成员熊澎桥等参加签约仪式。

“十三五”期间，我区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将呈现力度再加大、发展
再提速的崭新局面。根据合作内容，

区政府与中交水利水电将在道路、

港口交通建设与运营，水利及市政
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综合开发、水环
境综合治理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多
层次、多方式的投资、建设合作，共
同推动我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何黎斌对中交上航局一直以来
对我区发展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
他说，作为合作方，近年来，我区经
济社会发展持续向好，随着港口建
设、棚户区改造、“三改一拆”、“五

水共治”等各项工作不断向前推

进，尤其需要中交水利水电这样优
秀的省部属企业参与到我区“港口
强区品质之城”的建设中来。

何黎斌希望，通过此次合作协议
签订，双方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并积极

推动相关领域的合作。区政府将以最
真诚的态度，积极主动、尽心尽力协
调解决好项目具体实施过程中遇到
的困难和问题，切实履行协议内容，
以最精准的支持和最高效的服务推

动政企良性互动、互利共赢。

据悉，中交上航局是一家拥有
百年辉煌历史的央企，同时也是我
国最大的航道施工企业，在全球几
十个国家承揽工程项目，成为全球
疏浚行业的一张“中国名片”。中交

水利水电作为中交上航局全资子公
司，合并后，实现了港航、水利、市政
三大板块协调发展。本次落户镇海，
更是以崭新的姿态开创出企业发展
的新局面。

世界著名跨国化工企业交流会在镇举行

深化合作 携手共赢
本报讯（记者张超梁 武亚东）

昨日下午，作为首届中国—中东欧
国家博览会暨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以
及第二十一届中国浙江投资贸易洽
谈会重要活动之一，由宁波石化经
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办的世界著

名跨国化工企业交流会举行。副市
长李关定讲话，区委常委、宁波石
化区管委会副主任、党工委副书记
徐文华主持，宁波石化区管委会领
导戴涛、王金达参加。来自德国朗

盛、美国诺力昂、英国英力士、日
本大安化学、韩国LG、韩国SK等
10余家跨国化工企业高管代表应邀
参加，共同商讨分享跨国企业在甬
发展历程以及化工企业社会责任、

与政府机构沟通等方面的体会。
李关定向跨国化工企业投资宁

波表示感谢，并向高管代表介绍宁
波正在加快“246”万千亿级产业

集群的行动部署，及宁波发展石化

产业的优势条件和建设成果，擘画
了宁波石化产业未来的发展蓝图，
对世界著名跨国化工企业来甬深化
合作提出新期望。

戴涛作“打造绿色石化，实现

互利共赢”主题报告，介绍宁波石
化区最新开发情况与未来发展目
标。今年以来，宁波石化区对标
“246”万千亿级产业集群培育工
程，把争项目、争投资作为推进绿

色石化发展的首要目标，做大产业
规模、做优产业质量、做强服务保
障。值得一提的是，因强化服务，
提升服务效率，以钉钉子精神推进
项目签约，今年第一季度，宁波石

化区实到外资1.25亿美元，超过往
年全年目标。今年浙洽会期间，宁
波石化区共签约4个项目，总投资
逾50亿元。

打造“品质镇海”靓丽名片

16家镇企亮相中东欧博览会
本报讯（记

者方园园 刘
云） 6月8日—
12日，首届中
国—中 东 欧 国
家博览会暨国

际消费品博览
会在宁波国际
会展中心举行，
同期举办的还
有第21届浙洽

会。我区共有
16家企业、95
名采购商，前
往现场开展采
购、产业对接、

项目洽谈、合作签约展示等一系列
活动。

昨日下午，记者来到宁波国际
会展中心1号馆，感受展会中的镇
海元素。在宁波市镇海城涛塑料厂

的展位前，销售人员向采购商现场
展示了企业的主打产品———充气沙
发。只见销售员来回跑了两趟，一
个形似“香蕉船”的充气沙发就展
现在眼前，可躺可坐。“50元一个

的价格，物美价廉，也很实用。”
鄞州的谢女士买了两个，打算在下
次出门郊游的时候带上。

据城涛塑料厂的销售经理胡丽
珍介绍，这款充气沙发是企业的旺

销产品，从博览会开馆以来，单零
售就卖出了近千个。“也有许多国
内外客商来询价，有不少直接下了
订单。”胡丽珍说。

本届展会中，镇海企业共申请

到26个参展摊位，展出家居用品、
工艺品、礼品等特色产品和优势产
业。其中，野马电池、晶辉光电、
和美鞋业更是以特装展位亮相。
“今年展会级别更高，人气也更旺

了，通过展会这个平台，我们企业

可以更好地打响品牌，拓展国内外

市场。”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
司相关负责人陈刚告诉记者。

今年，中东欧博览会正式升格
为国家级展会，参展商扩展到德
国、法国、奥地利等27个国家，参

展企业数由去年的257家增至525
家，共有2000多名来自国际组织、
跨国公司、研究机构、民间团体等
的境外嘉宾参会。

展会规格更高，人气更旺，商

机也更多。“以前的消博会我们也
来参展，但今年外商更多，我们可
以在家门口的这个展会上捕获商
机，结交新的客户，也能搭上‘一
带一路’顺风车，开拓更广阔的国

内外市场。”来自镇海的利博文具
有限公司销售人员陆孟远说。

“在首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
览会暨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上，我区
企业积极借助展会提供的良好平

台，开拓国际市场，抢抓订单，以
优秀的品质吸引更多的国内外客
商，扩大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打
出了‘品质镇海’的靓丽名片。”
区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就城乡接合部建设和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来镇视察
本报讯 （记者王马飞 贝顼）

昨日，宁波市政协主席杨戌标率市
政协主席会议成员来镇，视察城乡
接合部建设和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处
理工作。副市长沈敏，区领导何黎
斌、胡祖友、熊澎桥参加视察活动。

杨戌标一行首先来到庄市街道
光明村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理站，该
村推出“农村厨余垃圾就地处置”
模式，即在垃圾收运集中点新建简
易资源化处理站，经过机械破碎、

碾压、脱水、生物发酵等环节，壳
类、骨头、剩菜剩饭等90%的厨余
垃圾都可在5天内形成可供农户直接
使用的生物有机肥，处理过程无废
气、废渣产生。杨戌标对此予以肯

定。
在庄市街道永旺村，杨戌标沿

着村道边走边看，了解该村精品村

庄创建、基础设施建设、环境综合

整治等情况，他希望加大改造力
度，优化居住环境，让群众在美丽
乡村建设中有更多的幸福感、获得
感。

随后的座谈会上，听取城乡接

合部建设有关情况汇报后，杨戌标
强调，镇海将城乡接合部建设和垃
圾分类处理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
精心组织实施，积极稳妥推进，成
效明显。要鼓足干劲，增进共识，

着力提升责任感和使命感，加快推
进城乡接合部建设和城乡生活垃圾
分类处理工作；做足功课，找准目
标，着力提升针对性和前瞻性，全
面提升城市品质；统筹推进，健全

机制，着力提升影响力和执行力，
打好这场持久战、全民战，努力把
宁波建设得更加美好。

图为客户在体验充气沙发。(记者汤越 摄)

72岁老党员勇救两落水儿童
说起这位九龙湖镇长石村村民，街坊邻居都为他点赞

本报讯（记者方园园 通讯员唐
培毅）“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看到孩
子落水，谁都会去救，不值一提。”说
这句话的是九龙湖镇长石村的村民
王宏裕，今年72岁。前阵子，他在家门
口的池塘里救起了两名落水儿童。

5月19日15时30分，天下着小
雨，路上几乎没有行人。王宏裕走出

家门，打算去邻居家拉拉家常。“出

门就听到埠头有声响，扑通扑通
的。”因天色有点暗，王宏裕看不清
楚。但想想不对劲，他又走近了点，
终于看清了。“不好，有人落水！”王
宏裕来不及细想，从旁边拿来竹竿，

伸到河面上，呼喊着让孩子抓住。
终于，王宏裕把孩子拉到了岸

上。由于受到惊吓，又呛了几口水，
上岸后，孩子已说不出话。但他激动
地指了指水面，王宏裕这才反应过

来，水里还有个孩子。他赶紧将被救

的孩子交给岸边的妻子，自己直接

下水去救。“幸好在浅水区，要是在
池塘中央，就危险了，水深有3米多
呢！”王宏裕说。他把两名孩子救上
岸后，又让妻子把孩子安全送回家，
而他自己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这两名落水儿童是表兄弟，一
个10岁，一个5岁，来自江西。当天，
他们在池塘边玩耍，一不小心便落
水了。“真的感谢王师傅，要是没有
他，我可能就见不到两个孩子了。”

其中一个孩子的母亲吴女士说。

在长石村，王宏裕是有名的热

心肠，退休前曾担任自然村的村干
部。“老王的群众基础好，现在即使
退休了还经常义务帮我们村里做些
事。”长石村大学生村官陈聪说。

街坊邻居听说王宏裕的事迹

后，纷纷为他点赞：“老王是我们学
习的榜样，他特别热心，村里许多人
都得到过他的帮助。”

记者了解到，王宏裕是一位有
着50年党龄的老党员。“作为共产党

员，这是应该做的！”王宏裕说。值班编委! 王日成 问询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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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9日至10日，第七届“广洋·海尚国际杯”招宝Dancing（ZBD）全国嘻哈文

化节在招宝山街道激情演绎。裁判嘉宾阵容强悍多元，令赛事更具专业性和包容性。赛

制推陈出新，增设Waacking街舞精英邀请赛。现场主题互动、潮流集市、公益课堂，

让广大市民零距离感受街舞魅力。来自世界各地的“舞”林高手和宁波本土街舞力量在

这个“国字号”赛会上争奇斗艳，用激情与热血燃爆招宝小城的仲夏之夜。

—————————第第第七七七届届届ZZZBBBDDD全全全国国国嘻嘻嘻哈哈哈文文文化化化节节节精精精彩彩彩回回回眸眸眸

裁判Boubou现场表演
（汤越 摄）

裁判SEEN现场表演
（汤越 摄）

裁判SOUL.K现场表演
（汤越 摄）

Breaking决赛
（汤越 摄）

Popping决赛 （汤越 摄）

人气街舞团队Diamondz-M表
演总决赛开场舞 （戴海明 摄）

本
版
内
容
由
招
宝
山
街
道
提
供

宁波街舞团体Showcase展演 （陈晓树 摄）

裁判Legosam现场表演 （汤越 摄）

全体颁奖嘉宾、裁判及获奖选手合影 （戴海明 摄）

Hiphop决赛 （汤越 摄）

俱乐部邀请赛决赛 （戴海明 摄）

Waacking决赛 （汤越 摄）

俱乐部邀请赛颁奖现场 （戴海明 摄）
WAACKING总决赛颁奖现场 （戴海明 摄）

POPPING总决赛颁奖现场 （戴海明 摄）

HIPHOP总决赛颁奖现场 （戴海明 摄）

BREAKING总
决赛颁奖现场 （戴海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