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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冯瑄 通讯员陈
晓众 王璐） 昨天，市环保局发布
全市一季度空气质量报告，今年前
3 个月，我市 14 个区域内空气质量
达标天数比例平均为 90.2%，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 44微克，比去
年同期下降 12.0%。市中心城区达
标天数比例为 91.1%，全市“蓝天
白云”天数为三年来最多。

监测结果显示，今年一季度全
市 14 个区域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比
例 在 84.1% 至 97.8% ， 平 均 为
90.2%，比去年同期提高了8.4个百
分点，其中Ⅰ级 （优） 天数比例平

均为 16.5%，Ⅱ级 （良） 天数比例
平均为 73.7%，Ⅲ级 （轻度污染）
天数比例平均为 9.7%，Ⅳ级 （中
度污染） 天数比例平均为 0.1%。
按照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评
价，第一季度空气质量相对较好的
5个区域分别是象山县、杭州湾新
区、大榭开发区、奉化区和北仑
区，相对较差的 5个区域分别是海
曙、江北、鄞州、余姚和镇海；空
气质量综合指数 （越低越好） 范围
为 3.73 至 4.81， 最 低 象 山 县 为
3.73，平均为4.46。

就中心城区而言，今年一季度

宁 波 市 中 心 城 区 空 气 质 量Ⅰ级
（优） 13天，Ⅱ级 （良） 69天，达
标天数比例为 91.1%，比去年同期
上升了 7.6 个百分点，Ⅲ级及以上

（污染） 8 天，其中轻度污染天数
为 8 天，中度及以上污染天未出
现。就主要污染物而言，大气中二
氧 化 硫 、 一 氧 化 碳 、 PM10 和
PM2.5浓度稳中有降，二氧化氮浓
度持平，臭氧浓度有所上升。

“PM2.5浓度有所下降，但它仍
是我市环境空气首要污染物中超标
最关键污染因子。”市环保局相关工
作人员说，从区域上分析，PM2.5浓

度相对较高地区主要集中在中心城
区（老三区）、慈溪市和余姚市等相
对离海较远地区，北仑、杭州湾新
区、宁海、象山等相对离海较近地
区PM2.5浓度相对较低。

今年一季度全市颗粒物等与霾
相关的污染指标整体呈现下降趋
势。前3个月，全市霾天19天，比
去年减少 11 天，同比下降 36.7%。
与霾污染相关的 PM10、PM2.5 浓
度同比也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而且今年一季度 PM10 浓度达标，
说明我市在颗粒物污染治理上已取
得成效。

首季宁波“蓝天白云”三年来最多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超过九成，象山杭州湾大榭奉化北仑空气质量较好

本报讯（记者杨绪忠 通讯员
梁竞） 我市城市品质提升将迈大
步。日前，宁波入选全国“城市双
修”试点城市。在 19 个入选城市
中，宁波是全省唯一的试点城市。

“城市双修”为“生态修复、

城市修补”的简称，是指用再生
态的理念，修复城市中被破坏的
自然环境和地形地貌，改善生态
环境质量；用更新织补的理念，
拆除违章建筑，修复城市设施、
空间环境、景观风貌，提升城市
特色和活力。

按照国家住建部《关于加强城
市生态修复市修补工作的指导意
见》要求，从近期开始，各试点城
市要制订“城市双修”实施计划，
开展生态环境和城市建设调查评
估，完成“城市双修”重要地区的

城市设计，推进一批有实效、有影
响、可示范的项目；用两年时间，
使“城市双修”工作初见成效，城
市环境质量明显提升，风貌特色初
步显现。

试点工作任务包括六方面：探
索推动“城市双修”的组织模式；
践行规划设计的新理念新方法；先
行先试“城市双修”的适宜技术；
探索“城市双修”的资金筹措和使
用方式；研究建立推动“城市双
修”的长效机制；研究建立“城市
双修”成效的评价标准。

“‘城市双修’是治理城市
病、改善人居环境、转变城市发展
方式的有效手段。”市规划局相关
人士介绍，下一步，我市将按照试
点要求，开展城市生态环境评估和
城市规划建设评估，编制城市生态
修复专项规划和城市修补专项规
划，统筹协调城市绿地系统、水系
统、海绵城市等专项规划，制订

“城市双修”实施计划，明确工作
目标和任务，力争通过两年时间，
使我市城市面貌和品质再上一个新
台阶。

宁波入选全国“城市双修”试点城市

贯彻落实市党代会精神

本报讯 （记者周琼 通讯员
许嘉琛 郁诗怡） 4 月 20 日 下
午，市总工会在东钱湖举行剿灭
劣Ⅴ类水攻坚动员大会，倡议全
市职工积极投身剿灭劣Ⅴ类水攻
坚战，争当“剿灭劣Ⅴ类水”的
宣传员、战斗员、守护员、巡查
员、监督员，为攻坚行动贡献智
慧和力量。

据了解，为了共同剿灭劣Ⅴ
类水，市总工会与市五水共治办
决定在全市范围开展“勇当治水

主力军、打赢剿劣攻坚战”百万
职工大行动，共有六项系列行
动，将开展治水重点工程立功竞
赛、实施职工治水志愿服务月活
动、启动劳模先进治水攻坚集中
行动、组织治水专题宣讲月、征
集“我为治水献一策”金点子、
举办治水专项技能比武。“系列行
动”将组织全市职工持续奋战
200 天，全面剿灭劣Ⅴ类水，实
现“决不把污泥浊水带入全面小
康”的目标。

百万职工携手共剿劣V类水

本报讯 （记者陈飞 通讯员
胡青蓝） 昨天下午，市妇联、市
五水共治办在镇海联合举办“姐
妹齐携手 清水护家园”助力剿
劣现场推进会暨巾帼百千万主题
活动，组织百名女河长、千名巾
帼护水志愿者、万户家庭参与

“五水共治”，进一步动员全市各
级妇联组织和广大妇女、家庭共
同参与剿灭劣Ⅴ类水攻坚战。

活动现场举行了巾帼护水志
愿服务队授旗命名仪式，海曙区

“我爱我家”巾帼治水团、江北区北
岸巾帼虹志愿服务队、镇海区雄镇
河嫂护水队、宁海县玫瑰护水志愿
服务队等 10支巾帼护水志愿者服

务队代表上台接受命名授旗。
据了解，五水共治开展三年

多来，我市各级妇联组织积极响
应市委、市政府号召，动员广大
妇女和家庭争当治水先锋队、宣
传监督员，踊跃参与剿灭劣Ⅴ类
水志愿行动。同时，在原有巾帼
护水队伍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了以妇女和家庭为主体的“巾帼
护河队”“亲子护河队”等 200余
支民间护河队伍，举办了万名河
嫂助力治水等活动。

在昨天的活动中，300 余名
各界代表参加了放养清水鱼和健
步走活动，沿河分点投放清水鱼
苗，并开展剿劣宣传活动。

巾帼百千万活动助力剿劣

本报讯 （记者王晓峰 通讯
员周瑾） 行人过马路闯红灯；电动
车不惧危险，在路口横冲直撞……
据悉，随着全市“创文明交通、
治秩序乱象”系列行动的持续推
进，第三波“乱过路”集中整治
行动已于近日开启。

今年3月1日以来，我市公安
机关先后开启了“乱行车”与

“乱停车”集中整治行动。本次整
治的“乱过路”违法行为，包括
非机动车、行人违反交通信号灯
通行；非机动车违法载人、占用
机动车道行驶；行人不在人行道
内行走、穿过道路未走人行横道

线或过街设施；跨越、倚坐道路
隔离设施等违法行为。此次整治
的重点区域是学校、医院、商业
中心、旅游景点等周边道路。

根据相关规定，非机动车违
法载人的，处以 20元罚款；非机
动车不按交通信号灯规定通行
的，将被处以 20元罚款；非机动
车未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的，处
以 5 至 50 元罚款。行人方面，除
了跨越、倚坐道路隔离设施要处
以 10元罚款外，违反交通信号灯
通行、不在人行道内行走、穿过
道路未走人行横道线或过街设
施，都会被处以5元至50元罚款。

我市严查“乱过路”
交通违法行为

本报讯 （记者周琼 通讯员
任社） 记者昨日从市人社部门获
悉，从 2017 年 5 月 1 日开始，宁
波市工伤职工就医食宿费用标准
提高。

据了解，本次调整中，工伤
职工住院期间的伙食费比原标准
增加了 5 元。工伤职工在统筹地
区内和到统筹地区外住院治疗期
间的伙食费调整为每人每天 20
元，比原标准每天 （15 元） 增加
了 5 元。其次，转外就医的住宿
费比原标准增加了 200 元至 400
元。

工伤职工到统筹地区外就医

一次的 （限杭州市、上海市），按
凭据据实报销往返两天的住宿
费，到杭州市就医每天不超过
400元，两天为 800元，比原标准

（300 元×2＝600 元） 增加了 200
元；到上海市就医每天不超过
500 元，两天为 1000 元，比原标
准 （300 元×2＝600 元） 增加了
400 元。在转外就医过程中，路
途伙食费比原标准增加了 1 倍。
工伤职工到统筹地区外就医一次
的，往返两天的路途伙食费为每
天100元，两天为200元，比原标
准 （50 元×2＝100 元） 增加了 1
倍。

我市提高工伤职工
就医食宿费用标准

本报讯 （记者董小军 通讯
员王舜毕） 昨天上午，宁波海事
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首次以中
英文双语形式，发布 2016年度浙
江海事审判工作白皮书。

宁 波 海 事 法 院 成 立 于 1984
年，是专门管辖浙江海域发生的
一审海事海商、海事行政案件的
专业法院。近年来，在国家实施

“一带一路”倡议和浙江建设海洋
大省的背景下，加上浙江港航得
天独厚的条件，宁波海事法院的
审判工作在国内外都产生了较大
的影响。去年，该院共受理各类
案 件 6116 件 ， 标 的 额 72.34 亿
元，比 2015 年分别下降 19.7%和
32.1%。结案 6337 件，结案标的
金额 58.21 亿元，同期结案率达
103.61%。全年收结案总数连续五
年位居全国海事法院首位。与此

同时，该院去年办结执行案 2320
件，共查控款项 3000余万元，扣
押 97 艘船舶，通过网络司法拍

（变） 卖成交船舶 68 艘，标的额
达6亿元，共有346例失信被执行
人被曝光。该院通过“一人一案
一账号”执行案款管理系统，向
权利人发放执行款3.45亿元。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
入，宁波海事法院在审判中的涉
外、涉港澳台案数量和比例越来
越多，据统计，该院去年共审结
一 方 或 双 方 当 事 人 涉 外 案 220
件，涉及 26个国家，涉港澳台案
156 件，同比分别增长 81.8%和
220%。

在昨天新闻发布会上，海事
法院还公布了五个重大海事、海
商典型案件，以此引领航运、临
港及外贸行业的规范化。

2016年“海事审判白皮书”发布
宁波海事法院收结案数连续五年位居全国首位

巾帼护水志愿者服务队代表接受命名授旗。（陈飞 胡青蓝 摄）

本报讯 （记者张正伟 实习
生金鹭） 昨日上午，2017 中国保
险营销峰会在宁波召开。本次峰
会由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和宁波市
政府联合主办。副市长褚银良出
席会议。

本次峰会围绕“民生服务与
价值创造”主题，对保险营销的
职责担当、事业追求和形象打造

提出新要求；通过“移动互联网
时代的保险营销”圆桌讨论、中
国保险营销精英联盟交流论坛、
营销夜话等活动，为今后的保险
营销工作出谋划策。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和宁波市
政府签订了战略合作备忘录，将
共同推进宁波国家保险创新综合
试验区建设。

中国保险营销峰会在甬召开

本报讯 （记者陈敏 通讯员
郑轲） 昨天下午，台胞李宏誉先
生捐赠 68万元港币，用于宁波市
第二医院北院区建设。加上去年
为二院捐赠的 9 万美元，李先生
已为宁波二院捐赠善款 120 余万
元人民币。

据悉，李宏誉先生追随朱绣
山、朱英龙父子从商创业数十
年。年届九十的李宏誉先生多年
来热心慈善事业，曾捐助多家养
老机构以及医院的诊所、病房。

出席捐赠仪式的朱英龙先生告诉
记者，“李先生夫妇平素生活非常
简朴，但捐助公共事业十分大
方。”

据介绍，李宏誉先生与宁波
市第二医院有着深厚的感情，此
次捐赠也是出于当年的一段往
事。李宏誉的母亲身患重病，在
其舅舅的帮助下，母亲最后送到
了华美医院 （1954 年改名为宁波
市第二医院） 救治。此番捐建也
是为了感念此事。

台胞李宏誉先生
为二院捐赠120余万元

关育兵

6 日，我市剿灭劣Ⅴ类水督
导员动员大会召开，市、区县

（市） 两级机关共抽调 1075 名机
关干部，组建剿劣工作督导总
队。即日起，督导员将重点围绕
劣Ⅴ类水断面及劣Ⅴ类小微水体
开展剿劣行动督导。重点包括沿
河排污 （水） 口情况、河面及两
侧保洁情况、河道及小微水体治
理工作进展落实情况等 （4月7日

《宁波日报》）。
打赢劣Ⅴ类水剿灭战，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现代社会，科技
昌盛，充分运用各种技术手段，
有助于剿灭劣Ⅴ类水。但科技手
段要发挥作用，离不开人力的辅
助。治水也是如此，在运用先进
技 术 手 段 的 同 时 ， 也 需 要 有

“笨”精神，“必得躬历山川，亲

劳胼胝”，既进行面上普查，又实
施重点督查，点面结合，不放过
一处污染源。1075 名机关干部前
往一线督导，是一种“笨”办
法，但就实际效果而言，应该是
最聪明、最有效的。

治水需要“笨”精神，讲的
其实是一种“认真”态度。“盖地
有高低，流有缓急，潴有浅深，
势有曲直，非相度不得其情，非
咨询不穷其致”——古人治水，
如此“认真”，才获成功。这对我
们治水是很好的启示。我们治
水，也要认真踏实，体现务实的
工作作风。

治 水 需 要 “ 笨 ” 精 神 ， 还
表现为坚持。治水是一件耗时
费力的大事、难事，总有一些
污染企业想耍滑头。面对这样
的投机者，必须严格执法。这
也 离 不 开 督 导 员 的 明 察 暗 访 、
火眼金睛，更需要发扬“钉钉
子”精神，久久为功。只有让
心存侥幸者断了念头，让他们
没有任何空子好钻，才能干净
彻底地打赢这场剿劣战。

治水需要“笨”精神

本报讯 （记者张昊 通讯员
宋兵） 宁波市道德讲堂总堂第五
十六讲昨日在市图书馆三楼报告
厅开讲，本次道德讲堂由市文明
办、市交通委主办，市港航局承
办，主题是“爱岗敬业 锐意创
新——港航人的精神奉献”，通
过看短片、学模范、诵经典、唱
歌曲等环节，感悟道德，实践道
德，营造“积小德为大德，积小
善为大善”的良好风尚。

活动通过短片播放和演讲人
讲述，向观众分享了宁波市港航
管理局高级工程师应扬苹爱岗敬
业和锐意创新的故事。她是我省
唯一一位现场女验船师，常年坚
持在船舶现场检验工作第一线，
不怕苦，不怕累，兢兢业业，无
怨无悔地为港航事业发展积极奉
献。应扬苹始终把好船舶检验质
量关，对船员生命和船东财产安
全高度负责。平时能做到不厌其

烦地认真听取服务对象的意见、
建议和要求，不管是来电咨询还
是上门询问，都能尽心尽责地在
第一时间给予答复，根据船厂、
船东的要求，经常加班加点且风
雨无阻。在船检工作中做到一丝
不苟，确保船舶质量达到船检法
规规范要求。20多年来，经她检
验的船有千余艘，未曾发生过一
起质量事故。2011 年她荣获“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殊荣，2014 年
入选“浙江骄傲”年度候选人
物。

现场参与的市民分享了自己
的感悟，表示道德讲堂活动让大
家看到了应扬苹几十年如一日爱
岗敬业、无私奉献，让每一艘船
平安远航的道德力量，她和她的
工作室的先进典型，用身体力
行，感染着每一个人，平凡中现
亮点，让人见贤思齐，也让人充
满前进动力。

道德讲堂开讲“爱岗敬业”

图为职工代表签名承诺携手参与剿劣。 （周琼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