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限值

《生活饮用水卫

生标准》

（GB5749-2006）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100 ≤15 ≤1 无 ≤3
无异臭

异味

出厂水≥0.30

管网水≥0.05

出厂水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 0.06 无 无 0.69 0.56

管网水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 0.12 无 无 0.68 0.21

检测

结果

（2017年３月）

2017年４月10日

为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东西向交通骨架
网络及轨道 2号线一期工程道路恢复需要，根据甬发
改审批 【2015】 146 号文件精神，环城北路 （姚江大
桥至常洪隧道） 改建工程即将实施。该工程位于江北
区，西起姚江大桥 （大闸路口西），东至常洪隧道，
接宁镇路一期 （常洪隧道到金河路） 改建工程，道路
全长5400米 （详情见示意图）。

为确保工程建设顺利，凡涉及上
述工程范围内的地上杆线、地下管线

（包括军用光缆）等设施的产权单位
于 2017 年 4 月 12 日、13 日 900—
1130、1400—1730派员携有效
证件和相关资料到宁波市市政工程
前期办公室进行管杆线和设施登记，

逾期未登记的施工期间造成损失，建设单位概不负责。
联系地址：东部新城松下街595号（住建委大楼）924室
联系人：吕勤 辛金发
联系电话：87196961 15757826292 13805864261

宁波市市政工程前期办公室
2017年4月5日

关于环城北路（姚江大桥至常洪隧道）改建工程
范围内管杆线登记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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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岚 通讯员周
骏）市民关注的“马路拉链”问题整
治成效显现。昨天，城管市政部门
传来消息，2016年，除城建、轨道
交通项目外，我市中心城区共上报
道路挖掘计划 946件，最终审批通
过372件，同比减少34%。今年中心
城区将再取消、整合道路挖掘项目
94件，中心城区道路挖掘管理工作
取得了显著成效。

私自开挖、违规挖掘，各类管线
的铺设与道路改建不同步，种种原因
导致市区部分道路屡遭“开膛破肚”，
广遭市民诟病。为此，我市连续出台

了一系列监管措施，加强对道路挖掘
行为的管理。

据城管市政部门相关负责人介
绍，道路挖掘管理，就是为了取消不
必要的掘路项目，调整部分能够“合
并同类项”的项目。同时，加强监管力
度，减少道路重复挖掘、违规挖掘。

2016年初，市、区两级分别建立
了由城管部门牵头，建设、规划、交警
以及相关管线产权、管理单位共同参
与的联席会议制度，要求相关单位在
每年年底前将下一年度的大型掘路
工程计划报送联席会议会审。未列入
年度计划的小型掘路项目，则要在每

月的 20 日前报送联席专题会议会
审，会审通过后方可实施。在2016年
度市联席会议上，共取消大型挖掘项
目 37件，调整合并挖掘占道时间等
项目 110 件。同年 3 月，还公布了

《2016年度市区城市道路挖掘计划》，
全年大型掘路项目的施工范围、时间
全部登记在案，并在市市政网站上公
示，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各地、各主管部门同时加强了对
城市道路改造、管线改造项目的现场
督查力度，对通过审批的掘路项目进
行全程管理。2016年，有11家建设单
位接到整改通知书，因道路挖掘后修

复不规范、管道埋设深度不够、文明
施工不到位等问题被责令整改。

今年，市各行业相关行政主管部
门和单位共上报年度道路挖掘计划
333件。梳理汇总中，通过对涉及同
路段不同时间挖掘项目进行合并，
要求电力、通信、燃气等掘路项目
与其他建设项目同步实施；对部分
项目要求延期或取消等，最终列入

《2017年度市区城市道路挖掘计划》
项目数量减少至239件，道路计划挖
掘面积（不含城建项目和轨道交通项
目）也由44.2万平方米减少到24.8万
平方米。

整治“马路拉链”成效显著
今年中心城区取消、整合道路挖掘项目94件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张文明） 昨 天 江 北 区 发 布
2017 年小学招生政策。和去年
相比，今年江北招生政策有不小
变化。

记者了解到，惠贞书院、江
北外国语学校、江北育才实验学
校、江北实验教育集团新城外国
语学校、宁波大学附属学校实行
九年一贯制。

惠贞书院小学部招生范围
为：天水家园、天合家园、水尚
阑珊；江北外国语学校招生范围
为天成家园、长岛花园、钰鼎
园、天沁家园、铂悦府。

育才实验学校招生范围为：
东至姚江、南与海曙区隔河为
界，西至铁路、北至姚江地块。

新城外国语学校招生范围

为：慈城新城 （云鹭湾、维拉小
镇、碧湖国际）。

宁波大学附属学校招生范围
为：广厦怡庭、宁馨苑、春晖佳
苑、三和嘉园、宝丽茗苑、宝翠茗
苑、宝丰茗苑、孙家丽园、铂翠
湾、海外滩花苑、君御湾、姚景花
园、姚畔湾、丰汇华邸、汇品璟
苑。

4 月 21 日为江北各小学张贴
《2017 年江北区小学新生登记入学
通告》 和 《2017 年江北区进城务
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通告》等的统
一日期；4 月 25 日 9:00 到 5 月 5 日
16:00 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网
上预报名时间；5月12日—13日为
各小学办理江北户籍 （或拥有江北
住房） 的新生入学登记手续的统一
日期。

江北2017年
小学学区划定
5月12、13日户籍生报名

本报讯（奉化记者站黄成峰
记者徐欣 通讯员蒋凯）自己花钱
租房住在村里，紧盯淤泥清理、沟
渠整修等剿劣工程进度，还经常走
进百姓家中问计问策……连日来，
奉化尚田镇鸣雁村村民对驻村剿
劣督导员林建国竖起大拇指。

今年 3月，奉化开始探索“驻村
督导制度”，从区直各部门抽调 353
名干部担任驻村督导员，按照要
求，每个驻村督导员要挂钩结对一
个镇（街道）、一个村，每周至少到

联系村督导 1 次，下村时间每月累
计不少于 1 周，对任务重的村要视
情增加督导频次。督导工作第一阶
段从 4 月份到 12 月底；第二阶段从
2017年底到2018年底。

“剿劣是必须完成的硬任务，
实干才能见成效”，林建国说。正因
如此，奉化驻村督导员纷纷改驻村
为住村。据悉，驻村督导员任务明
确、要抓好企业、餐饮业、洗车店等
行业的污染源排摸工作，督促各村
基层河长认真履行河长职责，抓好

河道河面及河道两岸的日常保洁，
全力推进污水零直排区创建等工
作，同时，还要同步做好农村环境
卫生整治、小城镇综合治理、美丽
乡村建设等督导工作。

身子沉下去，实绩督出来。督
导制度推行以来，奉化 231 个剿劣
工程开启“加速跑”模式，剿劣速度
明显提高。投资 600 万元的奉化县
江城区段清淤工程，原定 6月完成，
现在Ⅰ标段完成，Ⅱ标段限定 4 月
底前完工。

身子沉下去 实绩督出来
奉化353名剿劣督导员“住村”督导

4月10日上午，海曙栎社小学
里，检疫犬轻松地检出装有水果的
行李箱，引得学生们阵阵惊呼。当
天，国门生物安全教育示范基地授
牌仪式在海曙栎社小学举行。栎社
小学成为浙江省首个国门生物安全
教育示范基地。
（刘波 陈灵 池瑞辉 文/摄）

国门生物
安全课

本报讯（记者俞永均 通讯
员虞凌） 宁波舟山港最新生产快
报统计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完
成货物吞吐量 2.4 亿吨，同比增
长 7%；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588
万标准箱，同比增长9.2%。

今年以来，宁波舟山港顺势
而动，积极培育集装箱箱量增长
点，中转箱、内贸箱量平稳增
长。公司与大型船企抱团合作，
累计新开 4 条航线，截至 3 月底
航线总数升至 235条，其中远洋
干 线 112 条 ， 占 航 线 总 数 的
47.7%。针对春节因素对港口运
输生产造成的不利影响，宁波舟
山港密切关注船公司动态，调整

作业计划，一季度中转箱量同比增
长21%。同时，积极发挥“宁波远
洋”自有船队优势，一季度完成内
贸 箱 量 69 万 标 准 箱 ， 同 比 增 长
32%。

海铁联运成为拉动集装箱吞吐
量攀升的又一驾马车。今年以来，宁
波舟山港不断完善海铁联运业务网
和服务网，相继开发了河南驻马店、
青海西宁、江西南昌等市场，进一步
提升海铁联运的综合服务水平。

散杂货业务总体呈向好趋势。
铁矿石方面，宁波舟山港重点组织
40 万吨级大型船舶靠泊鼠浪湖矿
石中转码头，累计接卸 40 万吨级
船舶5艘次，规模优势初步显现。

宁波舟山港
运输生产旺
一季度完成货物吞吐量2.4亿吨，
同比增长7%

【紧接第1版】涵盖文化创意产业各
重点领域和“文化+”新领域。

据悉，本届文博会立足“国际
港口名城、东方文明之都”的城市
发展定位，积极招引国外知名企
业前来参展。“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和地区将组成 1000 多平方
米的特装展区亮相一号馆。美国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美国当代艺

术博物馆将携博物馆衍生品首次来
中国参展。此外，北京、上海、天津、
南京、西安、佛山等 25 个城市将组
团参展。本届文博会围绕打造“东方
文明之都”的丰富内涵，设立文创音
乐馆，同时将举办中国（宁波）影视
编剧高峰论坛，举行电视剧项目启
动仪式等。

本届文博会，组委会邀请到了

北京故宫博物院“掌门人”单霁翔和
台北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周功鑫，他
们将在甬城现场对话，上演一出精
彩的“双宫记”。文博会期间将举办
浙江省文创银行发展研讨会，这是
我省乃至全国首次举办此类研讨
会。动漫电竞馆云集了中国最大 IP
源头腾讯旗下子公司阅文集团、全
国知名正版动漫综合服务公司艾

漫、国内最大的 IP商业转化集团红纺
文化等知名动漫企业。

本届文博会聚焦“文化科技”，体
现“创意引领、跨界融合”的产业发展
趋势。美国硅谷企业将组团参展宁波
文博会，带来最前沿的文创技术和产
品。木马设计、洛可可设计等实力工
业设计企业，也将携最新的设计产品
亮相文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