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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交通运输部等十部委《关于促进汽

车维修业转型升级 提升服务质量的指导意见》文件精

神，努力推动行业转型升级，提升服务质量，全力打造

“优质、诚信、便捷、舒适”的车辆售后服务市场，不断提

高顾客满意度和社会信誉度，2016年，宁波市机动车维

修行业积极开展全省“十佳”优秀企业、“最美示范窗口”

评选、省市级维修行业服务质量达标、星级评定及消费

维权先进单位评选活动。经企业申报，管理部门和行业

协会推荐、审核认定，1家企业获评2016年度全省汽车

维修行业“十佳”优秀企业称号，1家企业获评2016年度

全省道路运输行业“最美示范窗口”荣誉称号，9家企业

获评2016年度浙江省汽车维修企业服务质量规范达标

企业，28家企业获评2016年度宁波市汽车维修服务质

量规范达标企业，25家企业被授予星级企业称号，1家企

业获评宁波市消费维权先进单位“企业自律奖”。

宁波市道路运输管理局
宁波市机动车维修行业协会

20162016年度宁波市机动车维修行业信誉考评表彰年度宁波市机动车维修行业信誉考评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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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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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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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鄞州
鄞州
鄞州
鄞州
鄞州
北仑
奉化
宁海
宁海

企业名称
宁波利之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宝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常隆雷克萨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大象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东方红龙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春晓祥禾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中基甬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宁海县东奥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众兴盛华汽车有限公司

2016年度浙江省汽车维修企业服务质量规范
达标企业（9家）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1

地区
鄞州

企业名称
宁波元通宝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016年度浙江省汽车维修行业“十佳”优秀企业

序号
1

地区
鄞州

企业名称
宁波市轿辰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售后服务部

2016年度浙江省道路运输行业“最美示范窗口”

序号
1

地区
鄞州

企业名称
宁波市轿辰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016年度宁波市消费维权先进单位“企业自律奖”

序号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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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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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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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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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区
海曙

鄞州（原江东）

江北

镇海

北仑

鄞州

慈溪

余姚

奉化

象山

企业名称
宁波市中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众兴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江东浩瑞汽车维修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芸宇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宁波江北赛德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宁波众邦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锦福明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恒生美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宁波晨运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荣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北仑区春晓滨海汽车修理厂
宁波名图汽修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北仑小港建权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宁波春晓祥禾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北仑仑通客车修理有限公司
宁波利之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宝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永盛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宁波市劳瑞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鸿宁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宁波东方巴士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君澳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余姚物产元通汽车有限公司
余姚华奔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宁波康桥锦澳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象山迅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象山敬业汽车修理厂
象山旭峰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2016年度宁波市机动车维修业《机动车维修
服务质量规范》达标企业名单（28家）

（排名不分先后）

2016年度宁波市机动车维修行业新增
“星级”企业名单（五星2家、四星8家、三星15家）

（同星级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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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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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区

鄞州

鄞州（原江东）
北仑

鄞州

余姚
海曙

鄞州（原江东）
江北

北仑

鄞州

慈溪
余姚

象山

企业名称
宁波国奥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宁波运通宝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众兴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荣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锦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嘉和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宁波利之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宝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劳瑞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余姚物产元通汽车有限公司
宁波市中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江东浩瑞汽车维修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众邦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恒生美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宁波晨运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北仑区春晓滨海汽车修理厂
宁波北仑小港建权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宁波市北仑区大碶交通汽车维修厂
宁波市永盛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鸿宁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宁波东方巴士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君澳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余姚华奔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象山迅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象山旭峰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星级

五星

四星
四星

四星

四星
三星
三星
三星

三星

三星

三星
三星

三星

一、大气治理
1. 全面完成电力企业脱硝工

程，除正在实施关停淘汰的机组外，
5家省统调电厂 24台共 1328.7万千
瓦燃煤机组和 13 家热电企业 48 台
共 8340 蒸吨/时燃煤锅炉全面配套
高标准的脱硫、脱硝和高效除尘设
施。完成13台60万千瓦以上燃煤火
电机组的烟气清洁化改造，烟气排
放达到燃气轮机组标准。

2.全市建成“禁燃区”1083平方
公里，累计完成 1448台高污染燃料
使用设施的淘汰改造工作，年削减
煤量 80 万吨；淘汰 10 蒸吨/时及以
下高污染燃料锅炉1547台。

3.实施市区公交车、出租车、港
区集装箱卡车改用天然气工程，共
建成各类天然气汽车加气站 32座，
新增（更新）清洁能源公交车（天然
气、电动公交车）2674 辆，天然气双
燃料出租车 3279辆，开展机动车尾
气检测工作，基本淘汰黄标车，累计
淘汰111642辆。

4. 完成 21 个大气自动监测站
升级改造，涵盖全市所有城市环境
空气质量评价点位。

5. 实施化工、造纸、印染、制革
等重污染行业整治提升，完成 1854
家企业的整治提升工作，完成 52家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重点企业的治理
任务。

二、五水共治
6. 中心城区新增 45.1 万吨/日

生活污水处理能力，建成宁波北区
污水处理厂、鄞西污水处理厂、镇海
污水处理厂二期等工程；中心城区
污水处理率从 88.1%提高到超过
96%，县（市）生活污水处理率在
90%以上；镇级污水处理设施全覆
盖；建成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项
目1634个。

7.四明山区域新增市级生态公
益林18.4万亩，提高白溪水库、横山
水库和西溪水库水源涵养林补助标
准；完成江东水厂主体工程改造，形
成 20 万吨/日新工艺处理能力；改
善68.2万农村人口饮水条件。

8. 完成水库除险加固 122 座、
山塘除险加固整治 460 座，清理报
废山塘50个，小流域整治250公里，
建成防洪堤 211.1 公里，疏浚河道
1258 公里；建成防汛治涝应急抢排

泵站 5 个，实施核心区域公铁（道
路）下穿立交排水泵站14座。

三、社会保障
9.开展全市危旧房屋解危专项

行动，完成危旧房改造（不含城中村
改造）259.5 万平方米，货币化安置
及开工建设棚户区改造安置房 12
万套。建成保障性住房 337 万平方
米、5.1 万套，解决 4.66 万户中低收
入家庭的住房困难。

10. 实施城中村改造项目 459
个，涉及改造面积 4590.32 万平方
米，完成城中村安置房1368.97万平
方米；完成农村住房改造 20 万户，
完成下山移民8325户。

11. 新增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参
保人数 61.3 万人，本地户籍人口各
类养老保险（障）参保率从82%增加
到 93.6%。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
养老金和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水
平，企业退休人员月养老金水平人
均累计增加 1094元，城乡居民基础
养老金水平居全省首位。实现城镇
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制度整合并轨，
完善阳光医保监管体系,城镇职工
医保和城乡居民医保政策范围内住
院费用（含特殊病种）报销比例分别
在86.6%和72.5%以上。

12.新增养老机构93家、养老床
位18674张，新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站）1245 个、区域性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 45个，建成并投入运营市社会
福利院二期工程（市老年疗养院）。

13. 全市 60 岁以上农村老年人
健康体检率达到 80.2%，电子健康
档案规范化建档率达到 89.4%；为
全市 80 岁以上高龄老人和 60 岁以
上患有安全隐患性疾病的老年人免
费安装“一键通”话机4万多户。

四、交通出行
14.开展交通拥堵治理行动，市

区打通“断头路”56条；全市新增专
用停车位 24.6 万个，其中市区 12.8
万个；新增老旧小区停车位 10360
个。

15. 市区建成公共自行车租赁
网点 1468 个，投放公共自行车 3.6
万余辆。

16. 轨道交通 1 号线、2 号线一
期投入运营，运营里程约 75 公里，
运输乘客累计超过1.5亿人次。

17. 市区新辟 6 条连接社区与

轨道交通的微循环公交线路，新建
投用 13个公交场站；新辟调整公交
线路 534 条，新增（更新）公交车辆
4797 辆；市公交总公司 43%以上营
运线路服务时间延伸至 22时以后；
投放无障碍出租车50辆。

18. 新增 14 个单行片区，科学
规范城区 121 条主、次干道限速标
志的设置；优化调整 485 个路口信
号灯相位及配时，新增安装 1389套
交通信息视频采集设备。

19.新建农村联网公路 960.3公
里；基本建成南、北环快速路和 11
条绕城高速连接线，新江桥、澄浪桥
建成通车。

五、公共安全
20. 新建和改造提升标准化菜

市场 11 个, 创建文明示范类菜市
场 89 个;建成肉类蔬菜追溯体系流
通节点子系统200个, 中心城区建
成菜篮子商品平价供应点 45 个,
设立城镇超市生鲜农产品“放心柜”
40 个，创建放心农贸市场 90 家。全
市所有乡镇（街道）达到药品安全达
标（示范）标准；完成食品安全实验
室检测 26.6 万批次，药品检验 1.25

万批次。
21.全市建成阳光厨房2461家；

实施百万学生餐饮安全工程，改造
提升中小学幼儿园食堂基础设施项
目732个，全市A、B级学校食堂达标
率由68.6%提升到88.9%，建成省、市
食品安全示范学校食堂183家，中小
学校阳光厨房建设率达到39.2%；继
续扩大享受免费午餐学生范围。

22. 新增 1500 家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全市
263 家危险化学品企业、60 家大型
商场超市和 89 家三星级以上旅游
星级饭店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全面
达标。实施全员安全生产培训工程，
完成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安全培
训 191 万人次，完成红十字公益性
应急救护培训17.7万人次。

六、教育卫生
23.新（改、扩）建省定标准化幼

儿园 400 所，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
儿比例从 50%提高到 78%。新增省
定义务段标准化学校 644 所，完成
新建和加固改造中小学校舍 250万
平方米，新建 650 个中小学校塑胶
跑道；实施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

办学条件改善工程，改造薄弱学校
33 所。加快特教学校标准化建设，
市特殊教育指导中心运行，建成资
源教室140个。

24. 全市医疗卫生机构新增床
位 5744 张，李惠利东部医院、市妇
儿医院北部院区及儿科大楼、市康
宁医院一期扩建项目等建成投用，
全市 148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
镇卫生院）完成数字化建设；全市医
疗卫生机构新增医护人员 9170名，
每万名城乡居民拥有全科医生和社
区护士分别达到4.01人和4.23人。

25.优化中心城区儿科医疗资源
布局，李惠利东部医院和市二院增开
儿科门诊。市级医院全面推行医疗费
用诊间结算模式，市级三级医院实施
分时段预约挂号服务，门诊科室覆盖
率达100%。全面推行契约式家庭医
生制服务，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
镇卫生院）为单位，机构实施率达到
100%，全市重点人群（慢性病人、老年
人、0—6岁儿童、孕产妇、残疾人）签
约服务率达到34.2%。

七、品质提升
26. 新 增 平 原 绿 化 面 积 22.6

万亩；中心城区新增公共绿地 560
万平方米，完成 19个城市出入口景
观提升工程；实施“四边三化”行动，
新增公路绿化带 443 公里，完成河
道治理390公里，新增河道绿化170
公里，完成“四边”区域矿山生态环
境治理177万平方米。

27.实施“三改一拆”专项行动，
处置存量违法建筑面积 7548 万平
方米，完成旧厂区改造 1497.9 万平
方米、老旧小区改造 100万平方米、
城中村改造4497.3万平方米。

28. 创建全面小康村 179 个，培
育中心村 119 个、特色村 115 个，完
成相对薄弱区域村庄整治 281 个。
整治中心城区背街小巷274条。

29. 建成运营 2371 个村邮站，
实现农村村村建站通邮；城镇信报
箱保有量 1352002 户，实现户户通
邮，满足城镇居民用邮需求。

八、就业创业
30.全市城镇新增就业 85.54万

人，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 36.25 万
人，其中就业困难人员 10.15 万人，
开发（保持）公益性岗位 9494个，零
就业家庭实现动态清零。高校毕业

生就业率在 95%以上，累计新增大学
生创业者 12000 余人，扶持大学生创
业实体 22524 家，新建市级大学生创
业园13家，新建市级大学生就业实践
基地108家。

31. 实施职业教育实习实训质量
提升工程，建成20个校企合作优秀企
业基地，改造升级 109 个职业学校专
业实训室；新建市级高技能人才公共
实训中心11家，新建市级技能大师工
作室60家。

32. 完成城乡劳动者职业技能培
训 117 万人次，企业职工技能提升培
训 334 万人次，新型农民培训 74 万人
次，培养高技能人才15万名。

33.建设特色夜市街区 5个，培育
市级“月光经济”品牌活动 5 个、区县

（市）级品牌活动15个，“宁波老外滩”
荣获“中国著名商业街”称号。新建
505 个“E 邮柜”等社区电子商务智能
投递终端，新建和提升 456 个农村电
子商务服务点。

九、文化体育
34. 建成健身步道 1400 公里，更

新健身路径2588条，新建全民健身广
场 65个、体育休闲公园 45个，新建各
类球场1000个，持续加大公共体育场
馆定期免费向社会开放力度。

35.建成农村文化礼堂 892个。培
育公益电影放映基地 258 个，送电影
下乡13万余场，送戏下乡1.8万场；引
进举办高端文化展览、讲座和演出
4000 余场，组织各类群众文化活动
2.8万场；举办“东亚文化之都”文化交
流活动 217 项，实施博物馆文化惠民
展览202项、相关活动308项。

36.送135万册图书下基层，农家书
屋添置、交流图书126.4万册次；乡镇（街
道）公共电子阅览室覆盖率达到100%，
行政村农家书屋覆盖率达到100%。

十、智慧建设
37. 城市公共场所全面覆盖免费

无线宽带网络，全市乡镇以上城镇区
域全面覆盖 4G 网络，个别地区开始
5G关键技术试验。

38. 推进市民卡在公共服务和商
业领域的应用，实现市民卡功能整合。

39. 实现全市有线电视“同城一
网”，为2412条渔船新装广播电视。

40.推进市长电话“一号通”工程，
建设12345非紧急政务咨询投诉举报
平台。

宁波市人民政府（2012-2016年）群众满意民生实事项目票选公告
五年来，宁波市人民政府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政府工作的出

发点和立足点，共承诺为全市人民办好 220件民生实事。2017年 2月
17 日开始，我们在宁波日报开辟了“深化走转改 民生事实五年
间”专栏和“民生实事五年回顾”专版，陆续对本届政府 （2012-
2016年） 民生实事工作进行总结回顾报道。

为进一步发扬民主，保障人民群众的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
权，提高市政府为民办实事工作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督促、激
励全市各级、各部门更好地为民办实事，特开展本届政府群众满意
的民生实事项目评选活动。我们将220件民生实事梳理整合归并为十
个方面 40项，请广大市民朋友和社会各界投票评选。我们将根据票
数情况进行综合评定，评选出本届政府群众满意的民生实事项目。
欢迎大家前往宁波市政府门户网站政府站 （http://gtog.ningbo.gov.
cn/）、中国宁波网 （http://www.cnnb.com.cn/）、甬派手机客户端和

“宁波发布”微信公众号踊跃参与投票。
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7年3月13日

投票须知
1、投票日期截止到2017年3月19日。
2、每人限投1次。
3、每次投票至少选择10项,最多选择20项，十个方面实事项目

请适当兼顾平衡。
4、候选项目排名不分先后。

本报讯（通讯员陈军杰 记者
王佳）“这里的服务是真好，有需
要时摁下床边的按钮，24 小时随
时都有人来看护。”住在宁海县西
店镇敬老院的五保户刘大伯的这句
夸赞，得到了全院 20 位五保老人
的一致认同。

截至 2016 年底，宁海 60 周岁
以上老人 12 万余人，占户籍人口
总数的19.3％。伴随着老年人口数
的不断攀升，养老服务的供需矛盾
日益凸显。为给传统养老服务方式
注入新的活力，宁海县引入社会力

量，尝试“公建民营”，经多次调
研论证后，于去年年底在西店镇敬
老院试水。该养老新模式由政府出
资完成住房、床位等养老机构基建
工程，并配套养老应急、安控等服务
设施，然后采用“政府免租用金、企
业免外包费、双方约定预留公益床
位”的合作模式进行社会化运营，吸
引市场主体竞标承担养老机构建成
后的管理运营和维护。

宁海县西店镇敬老院总投资
3000 余万元，占地面积 5100 余平
方米，建筑面积 8100 余平方米，

首期设置床位数 166张。工程按照
无障碍建筑和节能建筑设计要求建
造，采用建筑一体化屋面太阳能热
水系统，配有老人应急呼叫系统、
网络通讯系统和安控系统等，极大
地改善了老人居住生活条件。在引
进养老专业服务团队作为经营单位
后，推出了茶歇、联谊活动、户外
休闲、临终关怀等特色服务，满足
入住老人护理、保健、康复、医
疗、社交和学习等多元化服务需
求。

推行“公建民营”，如何保障

其公益性，避免“跑偏”？宁海县
在管理机制上做文章，对西店镇敬
老院实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
的服务管理方式，同时出台一系列
标准以及规范化的管理办法来履行
监督职能，把有限的资源用在更多
有需要的老人身上。

目前，西店镇域的五保户免
费供养率达到 100%。西店镇敬老
院也向社会敞开大门，接收社会
上 的 老 年 人 入 住 ， 进 行 有 偿 服
务，让他们得到精心照料，幸福
安享晚年。

政府“放手”不“甩手” 百姓“养老”变“享老”

宁海试水“公建民营”养老服务模式

本报讯（俞永均 彭思雪 巨
胜） 近日，宁波检验检疫局机场办
事处在香港入境旅客行李中，截获
了 17 件携带活蜚蠊及虫卵的原木
工艺品。该批工艺品表面有明显霉
变及虫洞，检验检疫部门工作人员
当即予以扣留，并进行了无害化处

理。
据了解，该批原木工艺品是旅

客从非洲赞比亚购买，再由香港转
机携带入境。经检验检疫部门专业
实验室鉴定，工艺品中携带有蜚蠊
科有害动物以及镰胞属、粘帚霉属
等多种霉菌。蜚蠊是多种疾病产生

和传播的根源，其携带病菌多，包
括鼠疫杆菌、痢疾杆菌、大肠杆
菌、脊椎灰质炎病毒和黄曲霉毒等
40 多种病原体，分泌物和粪便中
含有多种致癌物质。

宁波检验检疫局机场办事处工
作人员表示，原木制品未经过彻底

的加工处理，可能携带多种禁止进
境生物与病原微生物，一旦进入新
的环境，极易传播疫病并形成生物
入侵。赞比亚每年的12月至来年4
月为湿热季，密闭在行李箱中的原
木工艺品容易霉变，还请前往当地
的宁波旅客注意。

空港口岸截获霉变原木工艺品
昨天下午，在鄞州繁裕二村活动室，孩子们在家长的帮助下制作环

保卡通画。当天，繁裕社区党支部联合浙大宁波理工学院随手公益团队
开展“播种绿色·收获希望”党员亲子活动，通过小朋友们的绘画加上
废旧物的再利用，组合成小动物在森林里快乐生活的场景，增强参与者
的环保意识。 （徐能 摄）

绿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