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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溪市文明街道、文明村(社区)、文明单位、文明校园是由中共慈溪市

委、慈溪市人民政府命名表彰的综合性荣誉称号。文明街道创建的基本标

准：组织领导坚强有力、思想道德风尚良好、社会服务优质规范、环境面

貌整洁优美、社会治安秩序优良、创建活动成效显著。文明村创建的标

准：领导有力、创建扎实；教育深入、风尚良好；环境整洁、环保达标；

管理有序、秩序井然；设施健全、活动丰富；经济发展、保障有力。文明

社区创建的标准：组织领导坚强有力、社会风气健康向上、公共服务健全

优质、文化健身活动活跃、生活环境整洁优美、社会治安稳定有序。文明

单位创建的标准：领导班子坚强有力、业务工作实绩显著、思想道德风尚

良好、环境优美环保达标、治安安全状况良好、社会服务责任落实、创建

工作扎实有效。文明校园创建的标准：领导班子坚强有力、思想道德风尚

优良、活动阵地管理有序、教师队伍师德高尚、校园文化健康丰富、校园环

境优美环保、家校联动经常开展。

2018年以来，全市各镇（街道）、村（社区）、单位、学校广泛开展文明

创建活动，积极申报文明街道、文明村（社区）、文明单位和文明校园创建。

为加强社会监督，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特在《慈溪日报》和慈溪文明

网（http://zjcxs.wenming.cn/）上公示。广大群众对公示的街道、村、社区、单

位、学校如有意见，请于2019年1月18日前向市文明办反映。

市文明办地址：慈溪市三北大街655号（市行政中心7楼）

邮编：315300；电话：63980727、63980718
慈溪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2019年1月11日

2018年度慈溪市文明街道、文明村（社区）、
文明单位、文明校园创建名单公示

一、慈溪市文明街道创建名单（1个）

古塘街道

二、慈溪市文明村（社区）创建名单（26个）

浒山街道浒山街道：金南社区、虞家路社区、

孙塘社区、金东社区、东门社区

古塘街道古塘街道：舒苑社区、团圈社区

宗汉街道宗汉街道：星光社区

龙龙 山山 镇镇：东门外村

掌掌 起起 镇镇：周家段村

观海卫镇观海卫镇：卫东村、卫西村、杜岙村、

城隍庙社区

逍逍 林林 镇镇：宏跃村、联明村

胜胜 山山 镇镇：二灶村、四灶村

新新 浦浦 镇镇：洋龙村

桥桥 头头 镇镇：潭河沿村

匡匡 堰堰 镇镇：王家埭村、乾炳村

横横 河河 镇镇：相士地村、乌玉桥村

周周 巷巷 镇镇：潭南村、天潭村

三、慈溪市文明单位创建名单（23个）

慈溪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慈溪市司法局

慈溪市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慈溪市北京商会

慈溪市留学人员创业服务中心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慈溪中心支公司

白沙路街道白沙路街道：慈溪市白沙路街道中心幼儿园

古塘街道古塘街道：慈溪市翰森艺术培训学校

龙龙 山山 镇镇：慈溪市龙山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掌掌 起起 镇镇：慈溪宝恒东悦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慈溪市掌起镇卫生院

观海卫镇观海卫镇：慈溪市观海卫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浙江三国精密机电有限公司

附附 海海 镇镇：宁波正诺电器有限公司

逍逍 林林 镇镇：宁波福尔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胜胜 山山 镇镇：慈溪市胜山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慈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胜山市场监管所

新新 浦浦 镇镇：慈溪市新浦镇第二实验幼儿园

慈溪市新浦镇实验幼儿园

桥桥 头头 镇镇：慈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桥头市场监管所

慈溪市万能电子有限公司

匡匡 堰堰 镇镇：慈溪市匡堰镇自来水厂

周周 巷巷 镇镇：慈溪市人民检察院周巷检察室

四、慈溪市文明校园创建名单（5个）

宁波光华学校

龙龙 山山 镇镇：慈溪市纬赛尔新教育实验学校

横横 河河 镇镇：慈溪市横河镇育才小学

周周 巷巷 镇镇：慈溪市周巷镇红星小学

慈溪市周巷镇云城小学

兹定于 2019年 1月 12日开始十日内在建设现场、慈溪
规划网 （网址：http://www.cixi.gov.cn/col/col136086/index.ht⁃
ml）公示新浦镇人民政府拟申请办理慈新浦 IV201802#地块
规划选址(用地)的方案，拟选址地点：新浦镇洋龙村。市规
划局联系电话：63961740、63961747。

慈溪市规划局
二○一九年一月十一日

规划公示

新华社上海1月 10日电
（记者 龚雯）巨大的消费市
场，多变的消费方式，促使外
资零售巨头在中国不断调整步
伐，紧跟消费升级趋势。

“移动支付在线下门店的
渗透率超过50%，智慧收银占
比达 38%”，家乐福中国区副
总裁余莹近日称，公司这两年
数字化转型，取得了显著的成
果。

据余莹介绍，家乐福在中
国做了三件事：升级购物体
验、互通消费场景、全渠道营

销模式。相比过去需要排队找收
银员结账，如今，消费者在家乐
福可以扫码购、自助购、刷脸支
付，同时还能在门店体验到导购
机器人、智能手推车、店内智慧
屏等。

除了追赶一波“刷脸”潮
流，家乐福还接入了美团外卖、
京东到家、饿了么等到家业务，
2018年公司到家业务同比增长
293%，“双 11”当天订单超 12
万笔，最高单店订单数超 3000
笔。

无独有偶，沃尔玛中国电商

及科技高级副总裁霍斯博也表
示，过去两年，公司在中国加速
提升数字化实力，多方探索发挥
实体资产的效能。

“我们将继续推进门店数字
化，同时积极与科技公司合作，
应用创新技术来解决零售行业
现存及未来的痛点。”霍斯博
说。

公开信息显示，截至 2018
年 9 月底，微信小程序“扫玛
购”已推广到沃尔玛全国350多
家门店，新增的电子地图“找找
货”等精准服务功能进一步提升

顾客体验。
业内认为，随着人们生活习

惯改变，从看报纸到刷朋友圈，
从看电视到刷抖音，消费环节中
的社交属性日趋明显，传统零售
企业也将日益加快融入消费者喜
欢和习惯的场景。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社会
消费品线上线下销售融合发展加
快，网上销售保持较快增长，占
整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
持续提高。

毕马威中国零售消费行业数
字化服务合伙人毛健表示，目前

零售服务行业呈现三大趋势：技
术驱动行业变革，商业模式迭代
加速，跨国零售趋势明显。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元 旦 期
间，体育用品零售商迪卡侬与美
团闪购合作，在北京部分地区
先行开通配送服务，最快 30分
钟到货。此次初步上线的产品涵
盖了健身、滑雪等近20类运动相
关的上百件产品，让消费者

“说动就动，想做就做”。2019
年，迪卡侬将尝试更多数字化、
智能化服务，并逐步推广到全
国。

外资零售巨头紧跟中国消费快车
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9

日电 （记者 刘阳） 美国
《纽约时报》 9日评出 2019
年 52个值得前往的旅游目
的地，其中中国崇礼和香港
分别上榜。

该榜单在介绍位列第
32的崇礼时给出的上榜理
由 是 “ 见 证 冬 季 体 育 革
命”。介绍词说，随着北京
和张家口开始为承办 2022
年冬季奥运会做准备，“一
些景象令人屏住呼吸，其中
最炫目的变化发生在崇礼”。

“崇礼原本是中国最贫
穷的地区之一，但随着价值
数十亿美元的滑雪度假村、

公寓楼和闪亮的酒店拔地而
起，崇礼在过去几年内已经
成为一个闪耀的冬季运动中
心。”介绍词说，“北京至崇
礼的高铁也将于 2019年开
通，进一步缩短旅行时间。”

“现在就去崇礼吧，”
介绍词说，“去亲眼见证世
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是如何
奋力成为冬季运动强国的。”

位列第 44 的香港上榜
理由是“闪耀的新基础设施
令旅行更加便利”。介绍词
说，在 2018年，香港至北
京的高铁开通，港珠澳大桥
也正式通车，让往来香港更
加便利。

2019去哪玩？
《纽约时报》建议去崇礼滑雪

去香港看桥

据新华社武汉 1月 10
日电（记者 谭元斌）把二
氧化碳封存到地下，被认为
是解决日益严重的温室效应
的一种安全而有效的方法。
如何应对二氧化碳在封存过
程中存在的泄漏风险是一个
棘手的难题。我国在二氧化
碳驱替过程实时动态监测方
面取得重要进展，有助于解
决这一难题。

记者 9日从中国科学院
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了解
到，该所科研人员首次利用
光纤布拉格光栅传感技术对
不同状态二氧化碳的驱替过
程进行实时动态监测，揭示
了在二氧化碳注入压力诱导
下的应力场变化特征和运移
前缘规律。据该研究负责人
介绍，地下深部咸水层因具

有分布广泛、储存量大等特
点而被视为二氧化碳长期封
存的最优场地。然而，由于
储层应力场改变以及存在的
天然裂缝、断层等地质结
构、构造，二氧化碳在封
存过程中存在泄漏风险。
基于此，对二氧化碳运移
过程进行实时监测成为国
际学界的一个热门课题。但
是，此前的研究缺乏在封存
条件下针对二氧化碳实时运
移过程中应力场变化及运移
前缘的同步监测。中国科
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科
研人员在实验室利用岩芯驱
替夹持器模拟超临界二氧化
碳的稳定驱替过程。实验结
果表明，岩芯表面动态应变
响应与二氧化碳注入压力相
关且保持线性增长关系。

能把二氧化碳
封存到地下吗？
我国科研取得重要进展

据新华社巴黎1月9日电
（记者 张曼） 法国大部分地
区9日迎来冬季打折季。但由
于品牌自主促销活动日益增
加，法国民众对传统打折季反
应日渐冷淡。

打折季将持续 6周，至 2
月 19日结束。本次打折季备
受法国商家期待。据法国商业
及零售业联合会此前估计，
2018 年 11 月开始的“黄马
甲”游行示威活动给行业造成
20亿欧元损失，2019年1月商
家库存量同比增加了 10%至
20%，因此纷纷期待借冬季打
折季之机挽回损失，首日打折
力度较往年也有所增加。

不过法国民众对打折季的
热情明显减弱，反应较为冷
淡。根据一项最新调查，高达
56%的法国民众认为传统打折
季没有意义，而这是因为法国
现在全年都有品牌商家自主促
销活动，导致传统打折季的吸
引力大幅度降低。有数据显
示，目前法国约一半成衣以促
销价格销售，品牌自主促销活
动占总销售量的比例由2014年
的21%上升至2017年的27%。

本次打折季首日“战绩”
也不容乐观。法国春天百货集
团奥斯曼旗舰店总经理皮埃
尔·贝拉瑞 9 日下午对媒体
说，打折季首日营业额同比下
降10%，形势不佳。

法国迎来
冬季打折季
民众反应冷淡

1月10日，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恒昌店巷小学学生制作生肖猪剪纸作品。当日，呼和浩特市恒昌店巷小学举行迎新春生肖剪纸
主题活动。该校剪纸社团的学生在老师指导下，学习制作各种生肖猪剪纸作品，感受传统生肖文化，表达对新春的美好祝愿。

■新华社发

生肖剪纸迎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