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管制时间
4月 4日正清明的交通管制时间从 4月 3日 22时起，2日、

3 日交通管制时间从当日零时起；管制结束时间均为当日 15
时。

二、管制措施
（一）东线方向交通管制
1、329国道（福庆路至富春江路）、五乡工业区道路、绕城

高速五乡地面辅道（五乡北路至 329 国道）由北往南、江邵公
路、北仑沿山公路禁止机动车（除公交车、专线车、摆渡车、两
轮摩托车以及从 329 国道由东往西返回市区的客运出租车
外）通行和停放。

2、宝瞻公路（环城南路东延伸段至 329国道）、明南路（公
交专线、摆渡车临时始发站）、南车路（包括往北延伸至 329国
道的公铁立交下穿道路）和轨道一号线宝幢站禁止机动车（除
公交车、专线车、摆渡车以及从宝瞻公路由南往北至 329国道
通行的客运出租车外）通行和停放。

3、禁止一切货车（包括已办理原辖区“禁货”通行证车辆，
下同）在 329 国道（福庆路至富春江路）、东环南路（通途路至
鄞县大道）、环城南路（东环南路至下应大道）和五乡工业区道
路、绕城高速五乡地面辅道、江邵公路、北仑沿山公路、215省
道盛宁线（鄞县大道以北）、盛梅公路、鄞县大道（215省道盛宁
线至东吴）、宝瞻公路（鄞县大道以北）、通途路（泰山路以西）、
百丈东路延伸段道路通行。

4、货车和非扫墓客车禁止从高速公路鄞州东（原五乡育
王）收费站驶出。

5、前往东线方向的客运出租车实行单向通行，即从鄞县
大道（或高速鄞州东出口）经宝瞻公路由南往北至 329国道由
东往西返回市区。

6、前往同岙、宝幢、育王方向扫墓的市民可乘轨道交通 1
号线至宝幢站后换乘公交摆渡车或者至市体育馆乘坐公交专
线（轨道交通 1 号线和公交车、专线车、摆渡车各始发站点及
发车时间详见交通部门通告）。

7、从舟山、北仑往宁波市区途经 329国道的车辆，应改道
走高速公路或江南路。

（二）西线方向交通管制
8、禁止一切货车在童深公路、汇士路、甬梁线（马车桥至

甬金连接线段）、栎高线（望童路以北段）通行。
9、禁止一切机动车在集士港山下庄村道（山下庄村公墓

地至双银村公墓地）通行。前往深溪、双银村公墓的车辆一律
从栎高公路、童深公路或汇士路按单双号通行（童深公路实行
由东往西单向通行）。

10、甬梁公路（马车桥至甬金连接线段）禁止机动车（除按
单双号规定通行的扫墓小型客车外）通行，受限车辆一律改道
走高速公路或通途西路。

11、前往山下庄扫墓的小型客车一律按单双号，从甬金连
接线、甬梁公路（中山西路）、岐山村路口进入山下庄停车场停
放，再经原路驶出。禁止机动车（除公交车外）在西山公路通
行。

12、前往集士港方向扫墓的市民可至奥特莱斯广场、汽车
西站乘坐公交专线或者乘轨道交通1号线至泽民站后换乘汽
车西站专线公交。

13、禁止大型客车（除公交车外）从横街上陈驶往大雷、爱
中方向。

14、前往鄞江芝山方向扫墓的车辆一律沿荷梁线、芝山
村、横鄞线（大桥村）方向行驶，实行单向通行，车辆停放到附
近临时停车场。禁止大型货车通行。

15、前往樟村、杖锡方向的车辆一律沿荷梁线行驶，从杖
锡、樟村驶往宁波、鄞江方向的车辆从樟村沿溪公路驶出，实
行单向通行。禁止大型货车通行。

（三）北线方向交通管制
16、禁止货车和拖拉机在镇海汶骆公路（329国道至九龙

大道）由东往西、老长邱线（九龙大道路口以西段）、汶骆公路
（九龙大道路口以西段）、九龙大道（汶骆路口以北段）、沿山公

路（329国道至九龙大道）通行。
17、禁止机动车（除公交车、专线车、两轮摩托车外）、人力

三轮车、电瓶三轮车在镇海沿山公路（九龙大道至 329 国道）
由东往西、九龙大道（沿山路口以北段）、沿山公路（九龙大道
口以西段）、汶骆公路（三星路口以西段）、余汶路、黄保公路通
行。

18、前往镇海方向扫墓的车辆停放到九龙湖风景区停车
场、镇海区中心粮库临时停车场（汶骆公路三星路口北侧）后
换乘公交短驳。

19、前往江北黄夹岙公墓的车辆，一律从 319省道甬余
线、勤丰村道、勤黄线进入黄夹岙，再经黄夹岙公墓傍山便
道、慈湖村至勤丰村村道、环湖路、东城沿路、骆慈公路驶
出，实行单向交通 （除环湖路外），禁止 0.75吨 （含） 以上
货车、黄牌客车、拖拉机、三轮汽车、低速车、正三轮摩托
车通行。机动车在中华路 （解放路口至勤黄线路口） 实行由
东往西，民主路 （中华路口至民族路口） 由北往南，尚志路

（民主路口至中华路口） 由西往东，东城沿路（环城北路口至
慈城水厂路口）由北往南单向通行。

20、前往江北慈湖公墓的车辆一律从环城北路、环湖路驶
入，停放到慈湖中学停车场（村内车辆除外），驶出经环湖路、
东城沿路、骆慈公路，实行单向通行。

21、前往江北白米湾公墓的车辆停放到金山路、通惠路
（靠近白米湾公墓）的临时停车点。禁止一切机动车在江北白
米湾村道、白米湾墓区道路通行。

22、禁止机动车（除摩托车外）在江北黄保线由东往西通
行。禁止0.75吨（含）以上货车在江北东保线（骆观公路以北）、
黄保线、鞍保线通行。

（四）南线方向交通管制
23、禁止机动车（除公交车、专线车、摩托车外）在奉郭公

路（奉化 316县道白杜加油站路口至横溪宁横线路口）由南往
北通行。

24、禁止一切大型货车在姜丽线（天童南路至奉化 316县
道）、奉郭公路（奉化 316 县道白杜加油站路口至横溪宁横线
路口）、姜横线通行。

25、禁止机动车（除公交车、专线车、摩托车外）在云顿公
路由东往西、从 215省道盛宁线转弯进入云顿公路、从云顿公
路西往北左转弯进入 215 省道盛宁线、从云龙工业区往顿岙
公墓方向通行。

（五）始发站交通管制
26、禁止机动车（除公交车外）在中兴路（惊驾路至体育场

东大门）由北往南通行。
（六）其他提醒事项
27、严禁在上述管制道路两侧和轨道 1 号线、2 号线各沿

线站点路口停车、设摊，违反规定的依法处罚，影响通行和安
全的一律拖离车辆。

28、投入清明运输的客运车辆必须持公安交通管理部门
和交通部门共同核发的清明运输通行证，按核定线路营运，在
指定地点上下客，严禁随意停车、搭客。

29、对违反规定通行和停放车辆，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法
进行现场查处和电子警察抓拍处罚。管制路段沿线单位和相
关部门的工作车辆要求通行的，携带车辆行驶证和申请报告
从 3月 30日起到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办理市级参与清明保
卫工作单位的车辆）、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鄞州大队（办理鄞
州区管制道路沿线单位和工作用车）、市公安局镇海分局交警
大队（办理镇海区管制道路沿线单位和工作用车）办理通行手
续，并按指定路线和地点通行和停放（清明节东线方向已办理
沿线单位通行证的车辆，严禁在宝瞻公路 329 国道路口由南
往西左转进入329国道，严禁在G329国道掉头返回。）。

30、受交通管制影响的单位和市民请提前安排好工作和生
活，合理选择出行路线和时间，避开交通高峰和拥堵道路。公安
交通管理部门将根据现场道路交通管理实际情况，临时采取禁
止、限行、解除等交通管理措施，请及时关注并合理安排。

2017年3月27日

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2017年清明节期间
对部分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的公告

为确保清明节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的有关规
定，决定在4月2日至4日对海曙区、江北区、鄞州区、镇海区、北仑区、余姚市、慈溪市、奉化区、高新区、东钱
湖旅游度假区的部分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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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晓峰 通讯
员周瑾） 一年一度的清明小长假即
将到来。根据往年经验，我市清明
祭扫、踏青出行高峰将出现在 4月
2 日、3 日、4 日，其中 4 月 4 日正
清明当天可能出现祭扫“峰值”。

为确保清明节期间我市道路交
通安全、有序、畅通，我市将对部
分道路采取交通管制措施。交警部
门特别提醒广大市民，与往年不同
的是，今年前往东线方向的客运出
租车将实行单向通行，即从鄞县大
道 （或高速鄞州东出口） 经宝瞻公
路由南往北至 329国道由东往西返
回市区；今年还将取消鄞州麦德龙
公交专线乘坐点，请市民们规划出
行线路时特别注意。此外，交警部
门将在 329国道 （东环南路—宝瞻
公路）、宝瞻公路 （329 国道—鄞
县大道） 沿途启用 17 个电子警察
点位，对违反规定通行和停放的车
辆抓拍。

据悉，今年的清明交通管制时

间为 4 月 2 日、3 日、4 日这三天。
其中，2 日、3 日交通管制时间从
当日零时起，4 月 4 日正清明的交
通管制时间则从 4 月 3 日 22 时起，
管制结束时间均为当日 15 时。而
根据交警部门预判，这三天里东线
宝幢和育王方向，西线山下庄和章
水方向，北线骆驼和汶溪方向，南
线姜山、云龙、横溪方向，墓区周
边交通流量将大增，其中每日上午
6时至12时将出现时段性拥堵。

同时，清明小长假高速公路继
续实行小客车免费通行，预计届时
市民自驾出行增多。祭扫和踏青
郊游交通流叠加，高速公路、郊
区主要道路和旅游路线交通压力
加大，特别是高速鄞州东 （原五
乡育王） 出口受宝瞻公路扫墓车辆
交通高峰影响，容易引发高速主线
交通拥堵。

此外，东线方向东外环及五乡
工业区中州路等占道施工将对车辆
通行造成影响。因此，原清明公交

专线返回市区的路线已调整为：
329 国道→绕城高速五乡地面辅道
→通途路→市体育馆 （原走东外
环、通途路后返回市区）。

交警部门还提醒，墓区周边停
车条件差，自驾车辆出行十分不
便，建议尽量选择轨道交通、公共
交通等方式出行；严禁在各管制道
路两侧和轨道 1 号线、2 号线各沿
线站点路口停车、设摊，违反规定
的依法处罚，影响通行和安全的一
律拖离车辆。

另据了解，为方便市民出行，交
警部门特意梳理了一份各墓区祭扫出
行要点（具体交通管制请详见甬派）：

东线出行重点提示

329 国 道 （福 庆 路 至 富 春 江
路）、五乡工业区道路、绕城高速
五乡地面辅道 （五乡北路至 329国
道） 由北往南、江邵公路、北仑沿
山公路禁止机动车 （除公交车、专
线车、摆渡车、两轮摩托车以及从

329 国道由东往西返回市区的客运
出租车外） 通行和停放。

前往同岙、宝幢、育王方向扫
墓的市民可乘轨道交通 1号线至宝
幢站后换乘公交摆渡车或者至市体
育馆乘坐公交专线。

西线出行重点提示

前往集士港方向扫墓的市民可
至奥特莱斯广场、汽车西站乘坐公
交专线或者乘轨道交通 1号线至泽
民站后换乘汽车西站专线公交。

北线出行重点提示

前往镇海方向扫墓的车辆停放
到九龙湖风景区停车场、镇海区中
心粮库临时停车场 （汶骆公路三星
路口北侧） 后换乘公交短驳。

始发站出行重点提示

禁止机动车 （除公交车外） 在
中兴路 （惊驾路至体育场东大门）
由北往南通行。

第二波“清明交通管制”来了
■前往东线方向的客运出租车将实行单向通行
■鄞州麦德龙公交专线乘坐点取消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虞南）天朗气清，花香弥漫，随
着阳光上岗，上周末大家踏春赏
花的热情马上就被点燃了。本周
依旧晴好开场，后期则有一次降
水过程。

早春时节，冷暖空气交汇频
繁，气温起伏波动大。根据中央气
象台预报，29 日至 31 日，受南下
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共同影响，西
北地区东南部、江汉、江淮以及长
江以南大部地区将先后有降雨天

气，其中江南大部和华南部分地区
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同时，中东
部大部自北向南气温下降 4℃至
6℃，局地可达8℃。

根据市气象台预报，本周晴好
天气居多，29日后期到31日有降雨
过程。近三天我市气温逐日上升，最高
气温在19℃至21℃之间；30日以后气
温下降，最高气温降至14℃左右。

气象部门提醒，近期晴多雨少，
适宜祭祖踏青，但森林火险气象等
级高，大家需注意用火安全。

本周先晴后雨
今明两天最高气温冲上“2字头”

本报讯（记者徐欣 通讯员
王忠良 江北记者站张落雁） 万
株樱花树吐虹捧彩，无数朵花蕾
含羞绽放，千亩园区樱花成海。前
天，宁波首届国际樱花展暨绿野
山庄樱花节在慈城绿野山庄景区
拉开序幕，千亩樱花林揭开了神
秘面纱，为江北“四季旅游”之“春
赏花”篇章添上浓浓的一笔。

本次樱花节历时两个月，为
了增加游客体验感，特别设立了
美食、婚博展、音乐节、踏春祈
福等活动。其中，樱花美食节将
贯穿活动始末，设有美食摊位
30 余个，占地面积近 500 平方
米。

本届樱花节鼓励周边农家旅

馆、乡村农庄，作为互补型游客住
宿接待地，为游客提供食宿、停车
以及农产品销售等服务，带动当地
旅游经济发展。江北区旅游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举办首届樱花节是一
次“花海经济”的有益尝试。为了提
升此次樱花节的档次和品位，去年
起就开始着手对景区进行改造，完
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聘请专业人
士进行策划，全力打造好此次国际
樱花节，促进江北全域旅游发展。

据悉，4 月 8 日，景区将呈现
一场主题为“樱缘转身”的婚礼
秀，并为准新人准备了 2000 盏祈
福灯。此外，樱花节期间还将有精
英高端相亲会、大学生草地音乐
节、樱花夜跑等户外活动。

宁波首届国际樱花展开幕

千亩樱花林揭开面纱

图为首届国际樱花展盛装开幕。 (谢斌 徐欣 摄)

4 月 2 日是第十个“世界自闭
症日”。前晚，由团市委、市教育
局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美悦音乐
会之献给星星的孩子”在市青少
年 宫 举 行 ， 同 时 也 拉 开 了 我 市

“星星的孩子”关护系列的序幕。
据了解，自闭症儿童被人们称为

“星星的孩子”，我国患有自闭症
或 有 自 闭 症 表 现 的 患 者 已 超 过
1000 万。图为芭蕾表演 《睡美人
花之圆舞曲》。

（丁安 施寒潇 摄）

献给
星星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