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创建平安畅通、文明有序的交通出行环境，结合
我区实际交通情况，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令第 123
号）、《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图像取证技术规范》 的有关
规定，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决定在以下各
路段启用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现将设置情况公告如下：

一、新增防逆行
1、泰山路与中河路口往东300米路段
2、320省道与西河塘路口往西50米 （南侧辅道） 路段
3、黄山路富邦广场 （南侧非机动车道） 路段
二、新增单行线
珠江路 （明州路-恒山路） 路段禁止重型半挂牵引车由

北往南行驶，抓拍点位：1、珠江路与恒山路口往北 50 米
路段；2、珠江路与明州路口往南50米路段。

三、新增违停抓拍点位
1、泰山路与中河路口往东300米 （北侧辅道） 路段
2、高凤路466号(中国银行） 路段
3、高凤路528号 （港城花园） 路段
4、高凤路606号 （中心医院） 路段
5、进港路与东河塘路东口
6、进港路高凤路加油站门口
7、进港路868号 （绿脉农业公司） 路段
8、黄山路家乐福路段
9、黄山路澳门豆捞路段
10、甬江路18号 （申州公司） 路段
11、华山路69号 （华山小区） 路段
12、华山路与黄河路口
13、白杨路与岷山路口
14、雪松路与新大路口
15、雪松路与白杨路口
16、新大路1号路段
17、新大路27号路段
18、新大路与镇小路口
19、新大路与建行路路口
20、新大路与新建路口
21、新大路186号 （炳昌百货） 路段
22、新大路与新恒路口

23、新大路与恒山路口
24、峰城路与白峰菜市场路段
25、峰城路与海峰路口
26、建行路20号路段
27、新建路9号路段
28、新建路1-1号路段
29、妙峰山路9号路段
30、妙峰山路168号路段
31、妙峰山路与万泉河路口
32、妙峰山路与云台山路口
33、万泉河路与云台山路口
34、万泉河路宁波物流园门口
35、万泉河路与白云山路口
36、白云山路28号路段
37、白云山路68号路段
38、永定河路与妙峰山路口往西100米路段
三、新增卡口点位
1、泰山路岭南村路段
2、泰山路轻轨霞浦站路段
3、钱塘江路与泰山路口往南150米路段
4、钱塘江路与毕家碶路 （大矸中学） 路口
5、钱塘江路与坝头路口往南500米路段
四、新增禁货点位
盟光路全天禁止重型半挂牵引车通行，抓拍点位：1、

盟光路与329国道路口往南80米路段；2、盟光路与穿咸线
路口往西50米路段。

五、新增测速点位限速
1、沿海中线 3Km+300m （尖岭岙村） 路段，限速

60Km/小时。
2、沿海中线 3Km+180m （尖岭岙村） 路段，限速

60Km/小时。
请市民们在行经以上路段时，自觉遵守有关规定，有

序通行。
特此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2017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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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通讯员
胡琼井 宁海记者站蒋攀） 位于宁
海新城市中心区天明中路北侧的一
处 占 地 1600 平 方 米 、 建 筑 面 积
2400 平方米的存量违建日前被拆
除。这处混杂着钢棚和平房的违建
因历史遗留原因已滞留该区域多
年，拆除后可有效改善道路沿线环
境面貌，助力提升新城市中心区整
体环境。

这次拆违行动是宁海县“三改
一拆”办启动的违法建筑集中整治
百日攻坚行动之一。为全力推进

“无违建”县创建，今年以来，宁
海县借助“三美”宁海建设之势，
继续坚持“目标不变、态度不改、
力度不减”的原则，结合“两路两侧”
专项整治、小城镇环境整治、“治危
拆违”、新增违法建筑管控、重点项
目推进工作，以“零容忍”态度，继续

紧抓违法建筑处置。今年一季度全
县已拆除违法建筑42.34万平方米，
累计拆后利用率为 86.41%，两项
指标均列全市前茅。

据介绍，此次违法建筑集中整
治“百日攻坚”行动，以乡镇 （街
道） 为主力军，对排查出影响较
大、体量较大的违建点，制定拆除
方案，确定集中拆除时间，联合多
部门集中行动，重拳整治违法建设

行为。同时，明确“时间表”对新
增违建行为“零容忍”，从违法建
筑产生到发现不得超过 7日，从发
现 到 拆 除 不 得 超 过 30 日 ， 做 到

“即查即拆”，确保新增违建零增
长 。 该 县 还 设 立 “ 违 建 曝 光 平
台”，通过当地新闻媒体每月曝光
一至两处违法建筑，督促责任部门
加快行动、限期拆除清理违法建
筑，真正将行动落到实处。

宁海违建集中整治“百日攻坚”
一季度拆违42.34万平方米 本报讯（记者殷聪 通讯员

张忠卫 王韬）日前，镇海种粮
大户俞香千以 350万元的价格成
功拍下 930 亩粮食土地的经营
权，成为镇海骆驼街道开出的首
张农村产权交易账单。记者日前
从镇海区公共资源交管办获悉，
通过整合6个镇 （街道）、2个园
区的公共资源交易小型平台，镇
海公共资源交易垒起的“七星
灶”，让交易更为规范。

随着公共资源交易的不断变
化，原先公共资源交易小型平台
仅有的信息发布和基本建设单一
项目交易功能已无法适应当前经
济形势的变化与发展。特别是

《宁波市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实
施后，小型项目的金额由合同估
算价50万元调整为200万元，小
型平台的服务能力与水平亟待转
型。今年 4月，镇海通过平台整
合，为小型平台搭建了“七星
灶”，一改以往小型平台区域分
散、独立运作的弊端。

镇海区公共资源交管办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整合后的新平台既
有网上竞价的固定方式，又有信息
发布、报价定标、公开发标等独具小
型项目特点的交易方式，以标准、固
定的流程实现了交易信息、权限的
公开透明与阳光操作。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在新平台
上完成公共资源交易的过程中，下
载交易文件、交纳保证金等关键

“节点”都由系统实施保密，24小
时的解密时间未到，任何人都不知
道谁是竞争对手。通过减少暗箱操
作，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最大
限度降低人为因素的影响。

“通过流程再造，新平台还减
少了交易环节，缩短了交易流程。
同时，通过采用注册制的互动方
式，对社会公众全网公开，提升交
易全程透明度。”据该负责人透
露，作为市公共资源交管办的一项
重点工作，下一步，镇海区的“七
星灶”经验将继续深化和拓展，并
有望向各区县 （市） 推广。

镇海为小型项目招投标
画上“安全圈”

本报讯（记者陈章升 通讯
员顾志刚）我市森林公安部署开
展的“2017 利剑行动”于近日收
官。在两个多月的行动中，全市共
出动林业执法人员 5197人次，立
案查处各类案件 95起，抓获犯罪
嫌疑人 12 人，行政处罚 87 人，制
止野外违章用火行为 170 次，收
缴林木树木15.1立方米。

其间，森林公安严厉打击涉林

违法和森林火灾肇事行为，确保全市
防火期森林资源安全、林区治安稳
定，以及森林和野生动物资源安全。

下一步，我市森林公安将以此
次行动为契机，强化执法办案，加大
刑事打击力度，确保林区治安稳定
和森林资源安全；以全面实施林区
警长制为抓手，夯实森林公安机关
基层基础工作，探索建立“打防控
管”一体化的警务新机制。

森林公安“2017利剑行动”
立案查处各类案件95起

昨天，市民从蔷薇花掩映的人
行道上经过。眼下，海曙区前丰
街、后河巷、环城西路等街道沿
街，蔷薇花竞相绽放，花团锦簇，
娇艳惹人，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周建平 摄）

蔷薇
花开正艳

本报讯（记者黄程 杭州湾报
道组虞昌胜 通讯员毛京宇） 很多
市民有这样的体验：办理不动产登
记，要跑国土、地税、房管三个窗
口，分别提交材料，叫三次号，排
三次队。繁忙的时候，甚至一天都
办不下来。不久前，杭州湾新区行
政服务中心不动产业务综合窗口挂
牌，此后，新区不动产登记可实现

“最多跑一次”，房屋交易、税收缴
纳和不动产登记全流程“60 分钟
领证”。

杭州湾新区在挂牌成立之初
便探索“大部门制”，致力于打

造服务型现代政府。随着“最多
跑一次”改革推进，政策叠加带
来了更为显著的红利。据行政服
务中心相关负责人透露，目前，
新 区 共 梳 理 上 报 558 项 事 项 清
单 ， 其 中 行 政 权 力 事 项 486 项 ，
公共服务事项 72 项，这些事项中
可实现“最多跑一次”的行政权
力事项为 388 项，公共服务事项
为 71 项，财政、审计、安监、质
监、国土等 8 个部门行政审批类
权力事项已全部实现“最多跑一
次”。

新设立的不动产业务综合窗

口，由原房产交易备案窗口和不动
产登记窗口合并而成，整合房产交
易备案、税收和不动产登记业务办
理流程，打破原来三部门的独立窗
口模式，实行“一次叫号，一窗受
理，后台并联审批”模式，可支持
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
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等 55 项“最
多跑一次”事项。同时，为实现不
动产登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

“跑腿”，三部门建立信息交换平
台，加强数据共享，互认办理结
果。

更为贴心的是，在窗口受理、

缴费后，如果不想现场等候，办事
人可申请快递送达服务。据悉，行
政服务中心已与 EMS 签订优惠协
议，可享受快递费用最高五折优
惠，下一步还将推行“快递送件、
政府买单”服务，可免费享受快递
上门服务。

受益于“最多跑一次”改革的
发力，一季度，新区行政服务中
心共受理各类办件 72595 件，同
比 增 长 62% ， 其 中 办 结 72523
件 ， 办 结 率 99.9% ， 办 结 数 量 、
办理速度、办事效率均得到极大
提升。

房屋交易、税收缴纳和不动产登记全流程“60分钟领证”

杭州湾新区不动产登记实现“最多跑一次”

本报讯（记者徐欣 通讯员杨
小宝 江北记者站张落雁） 交通拥
堵一直是老百姓的“心病”。记者
日前从江北区住建局 （交通运输
局） 获悉，江北今年继续优化交通
体系，通过加快停车位建设改造、
增加公共自行车投用，双措并举，
打好治堵组合拳，计划新增专用停
车位 4000个，投用公共自行车 900
辆。

老旧小区停车难问题日益严
峻。今年，江北区将继续启动老旧
小区停车位改造。目前，该区启动
了孔浦街道白杨社区安居和万兴两
个小区的停车位改造工作，已完成
改造方案的意见征求，正在进行施
工图设计，预计可新增改造停车位

90 个。同时，今年已上报文教街
道的育才家园、双东路小区、锦江
年华、翠东小区以及洪塘街道的姚
江花园小区等停车位改造计划，待
市里批复后有序实施并争取都在年
内完成。

在公共停车场方面，张家畈河
三期综合整治建设 50 个公共停车
位，清河路-包家路交叉口西南角
120 个停车位均已开工建设，计划
年内完成。洪塘中心小学东侧公共
临时停车场 3月份已开工建设，预
计 6 月份之前可以投入使用。此
外，结合房地产开发项目的专用停
车位，今年全区预计新增 4000 个
停车位。

与此同时，江北区继续规划建

设公共自行车网点，增加公共自行
车投用。一方面针对新兴区域 （谢
家、洪塘等区域） 的发展以及公共
自行车的使用效率，结合人口岗位
集中区域进行布点；另一方面在成
熟区域 （江北核心区、桃源、文教
等区域），以加强车辆调度为主，
结合地块有机更新，适当增加点
位，满足新建地块的短距离出行需
求。2017 年江北区计划完成 36 个
标准网点建设，投入 900辆公共自
行车。目前已完成对各街道、镇公
共自行车网点选址汇总工作，下一
步将组织市客管局、市公共自行车
公司、区城管局等职能部门对各街
道、镇上报点位进行现场踏勘，选
取最终建设点位。

江北双措并举
打好治堵组合拳
今年新增停车位4000个，投用公共自行车900辆

本报讯（通讯员汤霁 鲍婷
婷 记者王博）当你老了，想去哪
儿养老？昨日，鄞州区东郊街道海
悦社区长者生活服务中心启用。
据悉，这是我市首个由街道搭台、
民间公益力量运作、居民参与管
理服务的社区嵌入式养老空间，
将有3000户家庭从中受益。

150 平方米的养老中心“五
脏俱全”，划分成文化展示、社交
交互、服务开放、课程培训等六大
区块，放置了钢琴、茶具、烤箱、按
摩椅等物品，整洁、温馨又时尚。

朱以奇是养老中心的建设负
责人。他讲述了设计初衷，“母亲
想去养老院，可看了好几家都不
满意。后来，我到北京、上海考察，
学习先进的养老中心设计和服务
理念，决定整合公益力量给父老
乡亲建一个时尚的养老空间。”

为确保养老中心的设计更加

科学，朱以奇用两个月时间对社区
60岁以上老人进行摸底，了解他们
的真正需求，并将需求体现在设计
和装修的点滴当中。朱以奇说，“宁
波的养老中心多以提供理发、量血
压、洗衣、送餐等生活照料服务为
主，可实际上老人的需求远不止如
此，他们更渴望充实的精神生活。”

“即便老了，也要精致生活。”田
奶奶是养老中心的第一批“粉丝”，
自养老中心试运营以来，她几乎每
天过来和邻居聊天，还跟年轻人学
习使用智能手机，跳拉丁舞和烘焙
美食。她坦言，和年轻人接轨，是她
理想中的养老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在养老中心运
营中，社区还发动居民众筹物品，有
的居民送来绿植，有的送来书籍，还
有的送来自拍杆……一些擅长文艺
的居民，还主动请缨开设了书法、绘
画、舞蹈培训班，为老人免费授课。

“即便老了，也要精致生活”

鄞州长者生活服务中心启用

【紧接第1版】“投其所好、供其所
需”，从创业培训、资金资助、创
业导师到公共服务平台，“帮扶之
手”向创业前与创业后延伸，提
供“一条龙”服务；大学生创业
新秀、创业成长之星的评选，也

给了大学生创业者展示风采的舞
台。

以小起步，聚小成大，宁波
大 学 生 创 业 的 版 图 徐 徐 展 开 ：
2014 年以来的三年间，我市培育
大学生创业实体近 9000 家，年均

增长超过 30%。近年来，大学生
创业带动就业的人数每年均超过
1.3 万人次，大学生创业比例持续
高于全国，一批青年大学生创办
的企业正逐渐成长为所在行业龙
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