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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讯（记者 周科娜） 近日，市
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宁波市城市规
划区内重要地段和重要建筑目录（2017
年）》。这份目录对原界定的宁波市城市
规划区内重要地段和重要建筑进行了相
应调整。据了解，在新版的核心区块
里，三江口核心区及湾头地区、东部新
城核心区及中央走廊区的范围明显扩
大，体现了“一城二心，多节点”的城
市格局。慈城新城首次列入宁波城市规

划的核心区块。
重要地段分为重要片区、重要道路

沿线地段两部分。其中，重要片区包括
核心区块，三江六岸沿岸地段，历史文
化街区、历史地段、历史文化名镇、历
史文化名村的保护范围，城市对外交通
枢纽及其周边区块，轨道交通站点周边
区块。

新版城市“核心区块”有9大区块，
其范围分别是：

三江口核心区及湾头地区（由望京
路、长春路、铁路、王隘路、新河路、
彩虹路、惊驾路、曙光路、通途路、姚
江围合的区域）；东部新城核心区及中
央走廊区（由世纪大道、通途路、福庆
路、宁东路、湖滨路、盛莫路、百丈东
路、福庆路、兴宁路围合的区域）；慈
城新城；东钱湖新城；鄞州中心区（由
鄞县大道、天童路、四明路、宁南路、
鄞县大道、百梁路、日丽路、宁南路、

鄞州大道、钱湖南路围合的区域）；骆
驼行政办公商贸中心（由望海路、永平
路、西大河路、静远路围合的区域）；
镇海新城庄市片核心区（由明海路、中
官路、逸夫路围合的区域）；北仑城区
中心区 （由泰山路、太河路、恒山路、
凤凰山公园围合区域及凤凰山公园地
区）；宁波国家高新区中心区 （由院士
路、扬帆路、聚贤路和江南路围合的区
域）。

宁波九大核心区块出炉
慈城新城首次列入城市规划核心区块

徐海军是一名经验丰富的管道疏
通工，也是宁波市首席工人。他并不
老，可两鬓有些斑白，看上去比实际
年龄要老得多，人们都叫他老徐。

“这段路旁边就是市中医院，这
1000 米左右的污水管估计流通不
畅。”昨天上午，老徐和小伙伴们正通
过潜望镜探测管道。接着，他又拿出
CCTV （管道机器人） 探测。果然，
这个管道被一些油污结块堵塞了，如
不及时清除，污水就不能通往污水处
理厂，时间长了还有可能会溢出来。

随后，老徐和工友从疏通车上取
下皮管，伸进窨井内部，一会儿高压

水就喷了出来。他熟练的扭动着，掌
握着喷水的角度。一刻钟不到，就顺
利完成了疏通工作。他指着潜望镜显
示屏说：“机械疏通就是强！”

这套疏通法称为“徐氏疏通法”，
已被市总工会命名推广。

市供排水集团下属排水公司产权
范围内雨污水管道共751公里，其中
海曙区、江北两区雨污水管道436公
里。“这436公里，由我和另外3个同
事直接负责，也可以说是总调度、总
巡逻和总疏通，有事首先问责。而其
他区，如果别的同事没空，我们也要
兼顾。”

干这一行整整7年，说起辛苦，老
徐早已习以为常。加班加点对于管道
疏通工来说是家常便饭，他们几乎没
有节假日，只要是有排水管道堵塞，
就必须工作。

不过，最让老徐郁闷的，就是违
排泥浆水问题。一些不良施工单位把
排水管道当成消纳场地，泥浆倒进排
水管道后，极易凝结成块，疏通起来
特别困难，让他心力交瘁。

“排水管道是城市的毛细血管。今
年集团将综合运用高科技监测、非开
挖修复等机械疏通手段，对中心城区
重要路段排水管道进行疏通和养护。”
市供排水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还
将同步推进排水管线普查，完善管网
基础数据，并借助掌中排水通APP、
巡查宝APP等技术，确保所辖排水管
道畅通，让城区生活污水得到及时处
置，内涝也可及时排除，保证市民度
过一个安全的汛期。”

记者 边城雨

商报讯 （记 者 林 伟 实 习 生
李婷 通讯员 任社） 为确保养老保
险基金运行安全，本月起，人社部门
将在全市开展2017年享受养老保险待
遇人员资格认证（信息核对）质量服
务年活动。

190余万人需要信息核对

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说，今年的
核对范围更广泛，在享受企事业单位
退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待遇和供养直系亲属生活困难
补助费等人群信息核对的基础上，还
将机关退休（职）人员纳入了信息核
对的范围。据统计，全市需认证各类
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人员190余万名。

在本地居住的各类养老保险待遇
享受人员需本人携带社会保障卡（居
民身份证） 到就地就近的街道 （乡
镇）、社区（村）劳动保障与救助服务
站（室）办理待遇领取资格认证手续。

在国内异地居住的各类养老保险
待遇享受人员持《异地居住人员社会
养老保障待遇领取资格协助认证表
（网上认证）》，到居住地社保经办机
构办理网上协助认证，或将居住地社
保经办机构盖章的《异地居住人员社
会养老保障待遇领取资格协助认证

表》邮寄至待遇发放地社保经办机构。
在本地或异地居住的机关事业单

位养老保险待遇享受人员，均由其所
退休的单位负责资格认证，并填写
《机关事业单位人员资格认证情况汇
总表》于6月底前报送待遇发放地社
保经办机构。

为方便年迈多病、行动不便和异
地居住人员的资格认证，市区将于5月
启用移动APP人脸识别资格认证系统。

未及时办理认证暂停待遇发放

该负责人还强调，机关事业退
休、城乡居民、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
待遇领取人员，以及享受宁波社区综
合补贴的省部属企业退休、回甬定居
人员，在认证期间内未办理认证手续
的，其养老（补贴）待遇从2017年8
月起暂停发放；享受供养直系亲属、
精减职工生活困难补助费人员在规定
时间未通过认证的，其生活困难补助
费分别从当年8月和次年2月暂停发
放；企业退休（职）人员在规定时间
内未通过认证，其养老保险待遇从
2017年10月起暂停发放。

上述具体事项，也可登录宁波市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局 网 站 （http://
www.nbhrss.gov.cn）进行查询。

领养老金，请完成信息核对
我市将启用人脸识别系统进行资格认证

每年清理雨污水管道700多公里

污水管道“通”出首席工人

徐海军在疏通管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