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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打造宁海小初高数学培训领军品牌

敏欣教育
M I N X I N J I A O Y U

专业培训数学、英语自然拼读、书法

记者 胡琦

今年中秋恰逢国庆，随着“双节”
临近，我县的节日气氛愈加浓厚，记
者昨日前往我县农贸市场、大型超
市、百货商场等地，提前感受节日市
场的热度。

适新秋蟹正肥
佳节肉价有升

作为一年一度的消费旺季，中秋
节也是阖家团圆的日子，市民们都会
去菜场选购中秋团圆大餐的食材。
记者在跃龙综合市场看到，蔬菜区、
肉禽区、海鲜区产品都十分丰富。一
猪肉摊主告诉记者，目前猪肉的市场

供应十分充足，但由于现阶段天气逐
渐凉爽，人们对猪肉的消费需求也存
在一定程度增加，“双节”期间肉价呈
稳中有升走势。

海鲜也是宁海市民餐桌上必不
可少的食材之一，在市场水产摊位，
梭子蟹、青蟹、大闸蟹等品类一应俱
全。“这种较大个头的 65元一斤，过
几天价格还会涨。”一摊主向记者介
绍，借着中秋节的“东风”，销售将会
迎来一波高峰，价格也将有所上涨，
涨幅约在5-10元每斤。一旁的青蟹
摊位上，大小不一的青蟹摆满了货
台，还有不少是大块头的老蟹。记者
了解到，不少个头大的青蟹约为 80
元一斤，价格也是一路看涨。为满足

消费者的多样需求，一些摊位还推出
青蟹礼盒快递全国的服务，邻近省份
隔天就能吃到宁海青蟹的美味。

商超促销开启
氛围日益浓厚

记者走访城区多个商圈的大型
超市了解到，“双节”主题的大促已经
全面展开。在其中一家大型超市内，
记者看到，各种包装的水果礼盒被摆
放到了购物区的“C位”，价格从几十
元到上百元不等。随着秋季上市水
果品种增多，如柿子、龙眼、冬枣、柚
子等水果也占据了主要位置。此外，
为满足消费者送礼需求，各式保健品
礼盒也不少。而迎来销售冲刺的月

饼礼盒，商家也是铆足了劲儿大搞促
销活动。

此外，受节庆带动，一些社区连
锁超市也推出“国庆七天乐”促销，不
少个护洗化、休闲零食商品都开启了
打折活动。有超市负责人介绍说，今
年中秋节和国庆节重叠，因此促销力
度比往年更大，并且持续时间也会比
较长。

在城区几家大型购物中心内，记
者了解到“双节”的促销活动也新鲜
出炉，餐饮、小吃商铺纷纷推出团购
优惠，商场内折扣力度也比较大。结
合节庆主题，有商场分别推出国庆

“红歌赛”，中秋“猜灯谜”、“逛市集”
等活动，烘托即将到来的节日气氛。

“双节”将至 缑城消费市场升温
【小潘说天气】

本报讯 （记者 潘云翔）雨
水适时而止，阳光露脸。今天白天
最高温度维持在26℃左右，体感较
为舒适。国庆节前的这几天天气
都相对不错，以多云天气为主。

据县气象局最新预报，今天多
云到阴，局部有小雨，明天起雨水
渐止。入秋后，气候变化较大，昼

夜温差进一步拉大，这几天最高气
温稳定在26℃左右，最低则维持在
16℃-18℃，大家记得适当增减衣
物，以防感冒。

此外，随着气温降低，雨量减
少，空气中湿度降低，气候日益干
燥，易出现鼻咽干燥、干咳少痰、皮
肤干燥等症状，大家平时要多喝
水，去除秋燥之气，适当食用梨、萝
卜、柿子等润肺化痰的食物，以应
对秋燥。

明日雨水渐止

节前以多云天气为主

日前，桃源中学的数百名学生挥舞着国旗，在操场上摆出“中国心、五角星”等图样的造型，并
开展我和国旗合影等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随着国庆佳节临近，连日来，我县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
动，热烈庆祝新中国成立71周年。

（记者 李江林 摄）

遗失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书一份，证号：浙
F020041054，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71330226053814462F，声明作废。

宁海灵泉寺

遗失财务章和法人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宁海县城关越秀日化批发部

遗失启事 查找弃婴生父母公告
2019年 4月 5日，在宁海县跃

龙街道秧田头捡拾男性弃婴一名，
出生日期 2019年 4月 2日，被捡拾
时身裹花色夹袄，并附有出生年月
日字据。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
护人持有效证件与宁海县社会综合福利院办公
室联系，即日起60日内无人认领，孩子将被依法
安置。

联系电话：0574-65258189
地址：宁海县中山东路76号

2020年9月27日

上班时间（周一至周五）：
上午8:30—11:30 下午2：00—5：30
地址：宁海县桃源中路228号宁海传媒集团东侧一楼广告部
咨询电话：65577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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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宁海县一市镇新山村河道清淤工程完工。目

前，各项目已按批准内容建成，凡参与过以上项
目施工的农民工，若有工资拖欠的，请于2020年
9月29日前凭拖欠凭证到新山村委会登记。

联系人：林鹏鹏 联系电话：13867887078
特此公告。

宁波东泽生态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9月27日

关于民工工资及材料款支付的公告
宁海县一市镇东岙村王氏宗祠修缮工程于 2019年 1

月 28日验收完毕，该工程主要建设宁海县一市镇东岙村
王氏宗祠的修缮等工程。我公司对参与以上项目施工的
农民工和材料供应商款项若有拖欠，请于2020年10月25
日前凭相关凭证至宁波东恒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联系
清算。

联系人：俞女士 联系电话：0574-65201073
特此公告。

宁波东恒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7日

一、招生高校：
国家开放大学、东北财经大学、中国医

科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
二、开设专业：行政管理、会计学、法学、

学前教育、金融学、工商管理、广告学、汉语
言文学、物流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社会
工作、公共事业管理、英语、市场营销、销售
管理、电气工程与自动化、电子商务、土木工
程（含道桥方向）、护理学、药学、建筑工程管
理、金融与证券、工程管理（含建造师方向）、
建筑施工与管理、财务管理、水利水电工程、
国际经济与贸易、旅游管理（含酒店管理方
向）、工程质量监督与管理、保险学、心理学、
视觉传达艺术、电子信息工程、软件工程、经

济学、美术学、机械制造及自动化、工程造
价、中医学、中药学、针灸推拿学等。

三、学习方式：远程学习为主，国家开放
大学配有面授课。

四、考试地点：均设在宁海电大。宁海
电大是我县唯一的教育部统考考点。

五、学历文凭：修满规定学分，获得相应
高校颁发国家承认的专科或本科学历毕业
证书，教育部电子注册，符合条件的可申请
学位。

六、收费标准：各高校学费标准不一，每
学分 90-110元不等，详情欢迎来人来电咨
询。

温馨提示：百度搜索“宁海电大”所获
的招生信息为假冒信息，请勿上当受
骗！网上报名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宁
海电大”，或扫以下二维码。

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宁海学院是省示范性县级电大，现有专职教师25人，外聘老师30人，在校本、专科学历教育学生近3000人。学校现代教育设备先进，教学管理规范，
课程设计科学，教风学风良好，是您业余本、专科学历进修的首选学校。2020年秋季招生已近尾声，欢迎报读！

宁海电大宁海电大20202020年秋季招生公告年秋季招生公告
各高校秋季招生即将截止，欲报从速！公办的 正规的 电大的 过硬的

奥鹏远程高校
请扫此码

国家开放大学
请扫此码

国家开放大学优惠政策：本地户口残疾人或贫困残疾人家庭子女报读相关专业可申请学费补助。辅警凭在职证明报读可申请优惠学费20%
招生热线：65206392 18067179930（微信同号） 宁海电大招生处微信号：nbnhtvu
报名地址：宁海电大招生处（银河路181-2号，银河小学旁，108公交天景园站）（仅此一家，未设任何报名分点，请勿错报！）

电大来电确认报名信息仅使用
招生热线65206392

充300送60
充500送120
充1000送260（7.9折）
充2000送600（7.7折）
充3000送1000（7.5折）

地址：桃源广场二楼 订餐热线：13023772888

老宁海餐饮充卡送券
天天有特价菜3元、5元、7元 扫一扫可直接充值

商务、公务、旅游、体检包车
（6 座、19 座、39 座、50 座、
55座、60座）

宁海县欢乐同行旅游车队

66928888 13732136971
（微信手机同号）

宁海县公路运输有限公司 车队
商务公务包车（19座、29座、39
座、45座、53座）
1398939399313989331111

宁海跃龙口腔医院
医保定点单位

爱牙热线：0574-83532999
地址：宁海跃龙街道白石头路96号

（夏景花园北门）

宁海连头山康复医院内设：内科/外科、普

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整形外科专业/康复医学科/医
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X线诊断专业、CT诊断专业、
超声科诊断专业/中医科
咨询热线：0574—59992999 地址：宁海县桃源街道堤树路一号（水果市场东）

记者 卓佳洋 通讯员 汪丽亚

9月25日，为期三天的2020海
丝之路（中国·宁波）文化旅游产业
博览会在宁波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
幕。我县“霞客文章”、“十里红妆”、

“艺术振兴乡村”、“文创集市”、“百
县千碗”、“宁海森林温泉”等展区惊
艳亮相，为观众献上了一道文旅融
合的盛宴。

一进入6号馆，古色古香的宁海
城楼映入眼帘。展馆内，流光溢彩
的十里红妆、琳琅满目的百县千碗、
令人垂涎的特色小吃、巧妙精湛的
传统工艺，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打
卡。据了解，今年我县以“全域旅游
再出发，文旅融合谋新篇”为主题，首
次将文化主题馆和旅游主题馆进行
了融合，组织了20余家文旅企业到
场，集中展示宁海文化和旅游融合
成果，给观众带来了全新的体验。

十里红妆展区里华丽精致的花
轿、嫁妆、婚服，再现了传统婚俗的
热闹喜庆，现场还展示了国家级非
遗泥金彩漆的制作技艺。“十里红妆
太美了，等假期的时候，我想去宁海
的文化园和博物馆参观参观。”正在
合影拍照的游客陈女士说。除了这
个“网红打卡点”，现场，百县千碗的
菜模展示区让众多吃货垂涎不已，
卡通互动区宁海文创品牌“熊小米”
的绘本和玩具吸引了小朋友们的目
光，集市摊位上的麦饼小吃、印染工
艺品、特色农副产品等收获了大批

市民粉丝，大家纷纷下单购买。
与往年不同的是，此次展会，我

县把艺术振兴乡村的经验带到了现
场。葛家村村民们把极具特色的

“人大椅”搬到了馆内，还有“旧缸茶
桌”、“竹灯”、“布偶”等手工制品，他
们现场向来参观的市民介绍宁海在
艺术振兴乡村中的做法。墙上，一
幅幅生动的照片展示了宁海在晴隆
艺术扶贫中村民帮扶村民、“以鸡换
机”、村民去中国人民大学“当教
授”、村民自办美术馆等各种真实发
生的乡村美好故事。“没想到村民也
能当艺术家，我也要去葛家村体验
一下艺术改变乡村的力量。”在场的
游客胡先生表示。

为促进文旅消费，我县现场发
放了文旅消费券大礼包。“多彩胡
陈·滨海之旅”“逍遥强蛟·长寿之
旅”“静美宁海·康养之旅”等5条精
品线路备受欢迎，不少市民询问预
订，5000张景区优惠券一抢而空。
宁海海鲜、前童三宝等宁海特色产
品让利销售，摊位前挤满了前来购
买的市民。据悉，活动现场发放了
价值 8万元的消费券，预计将带动
消费超30万元。

“此次文旅博览会展示了宁海
作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的新
风貌，增强了宁海文旅品牌的创新
力和凝聚力，不仅有助于宁海文旅
深度融合，更为全市文旅消费复苏
贡献了宁海力量。”县文旅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

宁海元素惊艳亮相
展示文旅融合新风貌
——2020海丝之路（中国·宁波）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宁海馆活动侧记

我和国旗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