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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defghiAF(jk
l-mnopDOqrst3!"
R1uvwxyz{|uvw}~!
"u#w$%&'(u)*+,)*
-#./-0,12*

!"#$%&'($)*(+,-
.(/012345%
67#8945:;<=>?
@A#B8CDEF
GHIJKLM#CNOPQQQQ
RRS#4QQTUTCCN
VW#XYZ[\"PUO][X^
_P̀ aVbB]!cde"fghi
jFk%l#mmmnPNONOnopq
r,jFkstuvwxy:z{
|}{~}TTTN8?

!"#$%&'()*+,-
./+01234567

商报讯 （记 者 徐 文
燕）记者近日从宁波市金融
办获悉，我市“公益+商
业”“救济+防范”的食责险
目前累计缴纳保费 2555 万
元，保额47亿元，保费规模
占到全省一半以上。

作为食品安全责任险试
点城市，宁波早在2015年便
开始探索实施食品安全责任
公共保险，当年5月，鄞州
区由政府出资300万元，为
全区 432 个农村集体聚餐
点、355个中小学校及幼儿
园食堂、48个建筑工地食堂
以及39个养老机构食堂购买
保险，成为全国首份区域性
食安险。随后，海曙区出台
了《海曙区食品安全责任保
险方案》，开启了全省首创
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公益
性+商业性”新模式。

据了解，食品安全责任
保险“公益性”模式，是由
政府出资，为辖区特定对象
购买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商业性”模式，是由通过
政府推动，以市场方式运
行，由辖区食品生产经营单
位购买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政府给予相应补贴。

目前，我市所有区县(市)
都已经实现了公共性食责险
全覆盖，风险保障领域集中
在农村集体聚餐、中小学校
及幼儿园食堂、建筑工地食
堂、养老机构食堂、农贸市
场和文化经贸活动及其他重
大活动期间的集体就餐，以及
由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认定的或
定性为输入性、区域性的群体
性食品中毒事件等，极大地满
足了我市700余万人民群众舌
尖上的安全保障需求。

食责险“商业性”模式
发展也取得突破，2015年以
来，先后有海曙区政府出资
100万元用于区域性自愿投
保食责险的企业的保费补
贴，鄞州区政府出资150万
元对企业给予保费补贴，奉
化区政府出资150万元对企
业进行补助，截至目前全市
已有243家知名食品经营企
业进行了投保。此外，团市
委牵头发文《关于开展电商
农产品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试
点工作的通知》，在青年电
商农产品领域探索建立具有
宁波特色、切实可行的食品
安全责任保险制度，其中桑
洲镇人民政府为辖区内的45
家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统一投
保了“舌尖险”，保障范围
涵盖粮食、水果、畜牧、茶
叶、家禽等当地特色农产

品，大多通过电商渠道销往
全国各地。市金融办介绍，
通过参保“舌尖险”来保障
区域农产品的食品安全风
险，在全国来说属于首例，
也为商业性食责险的推广找
到了新的切入口。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
前，平台点击量已突破120
万次，月访问量达20多万
人次，拥有超过4万常态用
户，月信息覆盖量超过50
万条。另外，“文化宁波”共
推出全市公益性文化活动
3013场，发布文化演艺信
息 537 条，推送文娱资讯
2446次，整合文物古迹、文
娱场所、文化设施、文化旅
游559家。

公共文化服务平台“文
化宁波”是由宁波简逸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的，该公
司总经理买志峰向记者表
示，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
活动的举办与市民需求之
间的“信息不对称”，一直以
来是个难题：一方面，总有
市民不知道喜欢的文化活

动在哪举办；另一方面，举
办活动的文化场馆未必能
吸引到足够的粉丝群体。

散落各处的文化服务
信息如何对接公众多样化
的精神需求？公共文化设施
如何让普通民众走进来参
与文化活动？

“‘文化宁波’公共服务
平台的诞生，就像是在公共
文化活动和市民之间搭建
起一座桥，让文化资源的供
应向‘智慧’转型，运用云
计算、云存储、大数据等技
术来整合我市文化数字资
源，为市民提供数字化公共
文化服务。”买志峰说，有
了这个平台后，市民只要在
手机、电脑终端安装相应软
件或在各大场馆的触摸屏
上浏览官方网站，便可随时
随地了解文化活动信息，享
受文化服务。

“文化宁波”公共服务
平台目前共有五个子项目，

分别是：“文化宁波”公共服
务平台官网、“文化宁波”移
动APP、“文化宁波”公众微
信号、触摸屏自助服务终端
和《宁波城市文化艺术手
册》，其中《宁波城市文化艺
术手册》是印刷品，是云平
台的线下应用。

作为宁波市首个公共
文化服务平台，“文化宁波”
面向公众提供数字图书馆、
数字博物馆、数字展览馆的
网上服务，发布全市公益性
文化活动、演艺演出信息，
展现全市文娱场所、文物古
迹、文化设施和文化旅游的
地图与详情，发掘民间文化
创意作品，提供一站式公共
文化服务。

线上线下同时开发的
“文化宁波”公共服务平台
还将不断开发新内容，如虚
拟参观美术馆、博物馆的大
展，植入宁波全市剧院在线
票务系统并实现网上购票

功能等，以更加亲民、更加
便捷的服务方式，让宁波市
民享受“云端”之上的公共
文化服务，以数字化促进服
务的均等化、社会化和标准
化，探索和实践现代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新思路、
新模式，助推宁波城市品质
的发展。

除此之外，智慧在文化
领域的应用可谓越来越广
泛，“黑科技”VR/MR技术
在天一阁博物馆也得到了应
用，让观众不仅能在博物馆
内得到全面、方便、有趣的体
验，还能实现体验随时随地
化，将“博物馆带回家”，天一
阁博物馆还开发了“天一遗
形”AR宣传手册，采用AR
（增强现实）技术，观众扫描
二维码，加载天一阁APP，即
可在手机上体验3D或视频
的讲解、演示等，真正实现了

“掌上博物馆”的设计理念。
记者 王婧 乐骁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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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样的？自从2015年9月我市首个公共文化服务平台“文化宁
波”上线以来，市民的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和便捷。

宁波食责险保费规模占全省一半

网络销售烟草是不允许的
一男子网络销售雪茄
被判刑

漫画 章丽珍

商报讯（记者 马涛 通讯员 陈群
力）在未取得烟草专卖许可的前提下，男子朱
某从海外购进大量雪茄烟，在国内网站上进
行转卖牟利。记者昨天从奉化区人民法院获
悉，朱某已构成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扣押在案的1.44万支雪茄予以没收。

朱某是杭州人，今年34岁，之前租住在
宁波。早在2014年，本就是烟民的他对雪茄
烟有了兴趣，在朋友的介绍下，他从美国一
家网站上“海淘”了几包。试过口感后，他觉
得还不错，同时注意到有这一需求的人还不
少，于是动起了转卖雪茄的心思。

然而，没有烟草转卖许可证，在国内是
没法开店的，朱某又想到了网购。起先，他在
淘宝上注册了一家店，将买来的雪茄信息挂
上去，然而没多久就被举报查封了。就在他
苦恼之时，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注册钟
表店，但上传烟标等图片信息，有需求的网
民一看便知。

这一招果然给朱某带来了生意，他的胆
子也越来越大，先后分多批次从美国网站购
入了一两百盒雪茄，包括 SANTA FE、
UGLY COYOTE、BLACKSTONE 等品
牌。但好景不长，2014年10月，朱某“挂羊
头卖狗肉”的举动还是被人举报了。

“2014年11月18日，我局执法人员在
朱某的出租屋里，查获了大量雪茄烟，共一
万多支。”奉化区烟草专卖局工作人员楼先
生介绍，查获的这批烟有许多是国内没有进
口的，连他们也没见过。朱某擅自售卖雪茄
已经涉嫌违法，此案被移交给公安部门处
理。次日，朱某被警方刑拘。据称，这是当地
第一次查获和审理此类案件。

法院审理查明，朱某将从国外购买的雪
茄烟，放在淘宝网、拍拍网上经营的“云端钟
表”“香妆团”等店铺公开出售，销售金额共计
人民币4万余元，获利人民币1.57万余元。

“这批雪茄，少的一包二三十支，多的一
包一百支。”据办案人员介绍，朱某的销售下
线全国都有，通过邮寄的方式发货，在货品
栏往往写着“邮费补差价”“保温盒”等名称，
以掩人耳目。被查扣的1.44万支雪茄，共计
价值人民币11.75万余元。

法院审理认为，朱某未经许可经营专营
物品，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
最终，朱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六个月，罚金两万元。同时，对朱某违法所得
1.57万元予以追缴，扣押在案的1.44万支雪
茄烟予以没收。

烟草业内人士说，根据《烟草专卖许可
证管理办法》，烟草专卖许可经营范围不包括
互联网，因此网络销售雪茄是不允许的，擅自
经营的或将触犯《刑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