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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城市天气
今日 晴到多云 -3—8℃
明日 晴到多云 1—14℃
空气质量状况：良 Ⅱ级 首要污染物：PM2.5

明起“解冻” 下周大幅回暖
本报讯（记者 薛曹盛）这两天，宁波大部分
地区的最低气温都在冰点以下。昨天，市区的最
低温达到-1.5℃，山区的最低温达到-9℃左右。
今天市区的最高温将达到8℃， 明天一跃升
到14℃，这就算是“解冻”了。从目前的天气预报
来看，下周宁波的气温将一路看涨，但雨水将重
返舞台，不过雨量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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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趣闻

浙江放大招吸引高技能人才

为让孩子常回家看看
父亲修了一条路

本报讯（记者 马佳丽）11日上午，高水平打造高
技能人才队伍政策新闻发布会在浙江杭州举行，记者
在会上了解到，到2022年，浙江要培养百名杰出技能
人才，千名拔尖技能人才和万名优秀技能人才，并在
全国率先建成高技能人才强省，从培养平台、培训制
度、成长立交桥和激励力度等方面，不断提升高技能
人才的社会地位。
此外， 对杰出技能人才等给予最高30万元的经费
支持。

江北整治二手车经营乱象
本报讯（通讯员 贾陈骋 记者 樊莹）近日，江北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开出罚单，对辖区内三家二手车经
营店铺从重处罚，这一记重罚开启了综合行政执法工
作整治二手车经营乱象的先河，把车位让给真正有需
要的人，市民拍手叫好。
据悉， 江北还将加强二手车周边区块的物业管
理，从而还市民一个良好的停车秩序。

现年45岁的印度男子纳亚克住在奥里
萨邦一个偏远山村，3个儿子就读于距村子
直线距离约10公里的镇上一所寄宿学校。他
们回一趟家耗时3小时，因为途中要穿越5座
山。过去两年来，纳亚克每天早上带着工具
出门，铲除或是弄碎沿途的石头，多的时候
每天工作8小时。他希望这条路修好后，儿子
们能经常在周末或假期回家。
从纳亚克居住的村子到学校的这条路
全长约15公里， 目前尚余7公里没有完成。
当地政府官员表示，剩下的这7公里由当地
政府负责修建。

■民生

2017年宁波CPI比上年涨1.8%
本报讯（记者 王伟）来自国家统计局宁波调查队
的消息，2017年12月份， 宁波市区居民消费价格总水
平（CPI）同比上涨2.2%。
其 中 ， 食 品 价 格 下 降 0.4% ， 非 食 品 价 格 上 涨
2.7%； 消费品价格上涨1.1%， 服务价格上涨3.7%。
1-12月平均， 宁波市区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
同期上涨1.8%。

大雪未至 演练先行
本报讯（通讯员 王佩佩 记者 彭媛）为提
升雪天应急反应能力、应急救援能力及协同作战
能力，保障市民出行，昨晚，宁波市城管环卫部门
在庆丰桥下开展2018年除雪抗冰冻应急演练。本
次实战演练包括融雪剂装载、作业车辆融雪剂播
撒、道路复原等环节。图为市城管环卫部门工作
人员在道路上撒融雪剂。

■社会

万豪酒店首席执行官
为公司涉华不当行为道歉
美国连锁酒店万豪首席执行官索伦森11日发
表声明,为公司近日两起涉华不当行为道歉,称尊
重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 将采取措施避免类似事
件再次发生。
9日，有网民曝光万豪在一份致中国会员的问
卷中，将中国西藏、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列入
“国家”一栏。此后还有媒体曝出万豪酒店在美国
社交网站推特上为一个 “藏独” 团体账号 “点
赞”。记者11日发现此次“点赞”已被撤回。

成品油年内首次上涨
本报讯（通讯员 邱萍 何登 记者 郑晓）记者从
中石化宁波分公司相关负责人处了解到，根据发改委
下发的调价通知，1月13日零时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
将迎来2018年年内首次上调。
本次调价后，92号汽油调整为6.96元/升， 每升上
调0.15元；95号汽油调整为7.40元/升， 每升上调0.15
元；98号汽油调整为8.10元/升， 每升上调0.16元；0号
车用柴油调整为6.59元/升，每升上调0.15元。

记者12日从工信部获悉,针对近期媒体报道相
关手机应用软件存在侵犯用户个人隐私的问题,
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约谈了北京百度网讯科技
有限公司、蚂蚁金服集团公司(支付宝)、北京字节
跳动科技有限公司(今日头条),要求三家企业立即
进行整改。
三家企业表示将按照监管部门要求对相关服
务进行全面排查,加强内部管理,完善产品设计,认
真整改。

■教育

初中毕业生英语听力口语
自动化模拟考试下周末进行
本报讯（记者 章萍）昨天，记者从宁波教育
考试院了解到：2018年1月20日—21日将举行宁波
初中毕业生英语听力口语自动化模拟考试。据悉，
考试上午8:30开始，下午1:00开始，按批考试。迟到
超过报到时间10分钟不得入场。

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娜恩·豪泽上传一
段视频到社交媒体网站， 展示一头座头鲸
保护她免遭鲨鱼伤害。 虽然无人知道鲸鱼
的“动机”，豪泽打心底感谢它救命之恩。
豪泽去年10月在库克群岛海底考察时，
发现一头座头鲸先轻轻碰碰她， 然后似乎
用头推开她。她刚开始觉得莫名其妙，然后
发现附近有一头虎鲨， 而座头鲸似乎在用
胸鳍保护她。等她游回船上，那头鲸鱼在附
近浮出水面，似乎在确认她是否平安。
豪泽说，先前有过鲸鱼保护其他动物的
报道，她从来没有听说过鲸鱼会保护人类。
她不清楚鲸鱼的真实想法， 但仍视它为救
命恩人。

■经济

国家生态原产地保护
宁波新增4项产品
本报讯 （通讯员 田明超 张平 林 苗 记 者 童
云）近日，质检总局公布新一批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
名单，宁波市新增4项产品名列其中。
它们分别为宁海县一市镇政府申请的 “一市青
蟹”、长街镇政府申请的“长街蛏子”,奉化区水蜜桃
研究所申请的“锦屏山”牌奉化水蜜桃、雪窦山茶叶
专业合作社 申 请 的“雪 窦 山 ” 牌 奉 化 曲 毫 、 弥 勒 白
茶。至此，宁波市已有7项产品获国家生态原产地产
品保护。

甬企中标港珠澳大桥养护项目
百度、支付宝、今日头条
侵犯隐私被工信部约谈

鲸鱼也会主动救人

本报讯（通讯员 郑伟 褚惠强 记者 薛曹盛）昨
天，世界最长跨海大桥——
—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土建
日常养护项目招标工作圆满结束，宁波市公路局路桥
工程处以最高综合分从国内大型专业工程项目企业
中脱颖而出，成为首支参与世界级重大工程养护工作
的宁波队伍，为世界级重大工程新添了高质量发展的
宁波元素。

彩票开奖公告

黑帮大佬误成网红终被捕
日本一名黑帮大佬背负命案逃亡泰国近
15年，却因文身太过惹眼成了“网红”，受到
日本警方注意。 泰国警方10日逮捕了这名嫌
疑人， 最早可能于当地时间12日把他引渡回
日本。
这名嫌疑人名叫白井繁治， 现年74岁，
原是日本最大黑社会团体山口组下属一个
派别的头目。 按日本警方说法， 白井繁治
2003年7月在日本三重县打死了同属山口
组的“死对头”乙部和彦。作案后，白井繁
治逃到泰国，与当地一名女子结婚，过起了
看似安静的“退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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