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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海曙
记者站孙勇 通讯员石奇峰） 市
民最讨厌的十大交通违法行为
中，“夜间滥用远光灯”总是高
居榜首。正因如此，近段时间
我市交警部门严查各类滥用远
光灯违法行为。据悉，今年以
来已查处此类违法行为近 7000
起。

13日晚上8时许，记者来到
环城西路与中山路路口，海曙交
警正在查处车辆滥用远光灯违法
行为。很快就有车辆被查获，但
驾驶员不服气，认为远光灯的

“杀伤力”被夸大了。“不信你就
自己体验一下远光灯，马上就知
道危险不危险了。”交警的话刚
说完，这名驾驶员就站到了离自
家车约 5米远的地方，然后盯着
灯 光 看 。 还 不 到 10 秒 ， 他 就

“求饶”了：“太刺眼了，我的眼
睛都看花了，看不见了！”有过

这么一番体验，男子充分认识到了
远光灯的“杀伤力”，对于处罚也
无话可说了。

无独有偶，江北交警上几天在
开展“违规使用远光灯”专项整治
活动中，在华业街和中官新路路
口，仅仅一个半小时，就查处了
17辆违规使用远光灯的车辆。

交警介绍，60%的重大交通死
亡事故发生在夜间，而 30%至 40%
的夜间车祸缘于滥用远光灯。因为
人眼在受到车灯强光刺激时，瞳孔
由正常的 5 毫米至 8 毫米自动收缩
为 1毫米甚至更小，使进光量减少
到原来的 1/30 以上，会车后由于
瞳孔来不及恢复，进光量骤减，出
现类似夜盲的现象。“机动车夜间
会车时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的，要罚
款 50 元、记 1 分的处罚。”交警告
诉记者，目前对于滥用远光灯的违
法行为处罚过轻，无法起到足够的
震慑作用。

今年交警查处滥用远光灯7000起
有人主动“以身试灯”，盯着几秒就“瞎”了

图为海曙交警对违规使用远光灯的车主进行处罚。（王晓峰 孙勇 摄）

陆仁

我市“污水零直排”源头把
控工作加快推进。上半年全市共
发放排水许可证 797份，同比增
长近 50%。海曙、江北、鄞州三
区共完成排水户批后复查 135
家，并对其中 13 家不合格排水
户发放了整改通知书 （7月10日

《宁波日报》）。
由于点多面广，城镇污水的

违规排放问题，一直是监管和治
理的难题。我市通过全面推行排
水许可制度，加强污染的源头管
控，是必要的。不过，笔者以
为，行政许可“扩面”之后，主
管部门对经营户排放行为的后续
监管更为重要。

通常意义上，拿到排水行政
许可，即意味着企业和经营户有
了合法排放的“身份证”。理论
上，这些排放主体应该按照许可
的范围、标准来进行排放。然

而，“理想的丰满”并不能掩盖
“现实的骨感”——有些企业和经
营户“领证”后，出于自身利益考
虑，仍在“暗触触”地违规排放，
海曙、江北、鄞州等地组织的复查
也证实了这一点。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污水零直
排”，必须建立更为严格的监管闭
环。一方面，排水许可证不能“一
发了之”，应建立更为严格的常态
化巡查机制，及时查找和发现问
题。特别是对违规情况多、信用差
的企业和经营户，要设立“黑名
单”，联合工商、税务、金融等部
门进行共同惩治。

与庞大的监管对象相比，有限
的 监 管 力 量 往 往 显 得 “ 力 不 从
心”。怎么办？要借助“两种力
量”，一是现代科技的力量，通过
将相关信息纳入统一的监管平台，
实现上下联网、数据集成、信息共
享，以提高监管的效率；一是借助
公众的力量，如建立有奖举报制
度，引导公众、媒体共同关注和监
督企业排污行为。只有强化源头严
防，落实过程严管、后果严惩，才
能从根本上遏制企业违规排放的冲
动。

污水排放：
重许可更要重监管

本报讯（记者徐欣 通讯员
许耀立 周信恩） 近日，有居民
反映走在绿树成荫的人行道上，
总有虫子掉下来，散步时都不敢
往树下走了。江北区综合行政执
法局园林绿化部门接到群众反映
后，立即采取相应措施，对发生
病虫害路段的行道树进行循环治
理。

原来这种虫子是斑蛾及其幼
虫，每年入夏后就会出现，尤其
是在行道树上的重阳木树种，出
现的时候都是一片黑压压的。这
种虫子喜欢吞噬树木的叶片，严
重影响树木的生长，破坏了街面
的绿化，也对市民的生活环境带
来影响。

江北区园林绿化部门杨小兵
说：“我们对辖区内重阳木分布较

多的路段开展黑斑蛾治理工作，主
要采用药车喷药作业这一化学杀虫
方式。”此次杀虫药品主要采用的是
低毒高效的环保型药品，且经过稀
释后使用，经过阳光、风吹后，空气
中的药物会降解。

为减少对过往行人车辆的影
响，打药防治、杀虫工作大多安排
在夜间10时过后。

园林绿化部门提醒市民，打药
防治期间对过往行人车辆难免会有
影响，请广大群众多谅解多配合。
若不慎有药物沾染到衣物或身体
上，用清水洗一洗即可，不要直接
食用沾染到药物的果实或食品。

据悉，今年以来，江北区综合
行政执法局园林绿化部门已对 61
条城区道路共 10231棵行道树开展
了修剪及病虫害防治。

黑斑蛾来袭，
园林绿化部门开展治理预防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徐林玲 宋海燕） 昨前两天，
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恩智浦”
杯智能汽车竞赛浙江赛区选拔赛
在宁波工程学院体育馆举行。本
次比赛由浙江省大学生科技竞赛
委员会主办，宁波工程学院、杭
州电子科技大学承办。比赛吸引
了省内 43 所高校的 252 支队伍
800 多名师生参加。参加本届竞
赛的队伍数之多和规模之广为历
届最高。

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是
一项以“立足培养、重在参与、
鼓励探索、追求卓越”为指导思

想，面向全国大学生开展的具有探
索性的工程实践活动。该项竞赛以
设置制作在特定赛道上能自主行驶
且具有优越性能的智能模型汽车这
类复杂工程问题为任务，激发大学
生从事工程技术开发和科学研究探
索的兴趣和潜能。

本次竞赛分为竞速赛和创意
赛。竞速赛按照三个大类、六个组
别进行设置。其中光电类包括光电
四轮组、光电直立组；电磁类包括
电磁普通组、电磁节能组；追逐类
包括光电追逐组、电磁追逐组。创
意赛包括双车对抗组、四旋翼导航
组。

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
浙江赛区选拔赛在甬举行

本报讯（记者周琼 通讯员任
社） 今年 6月，对于居住在美国的
凌女士是个值得纪念的月份，因为
她于 2013 年 10 月就停发的养老金
重新开始发放到她个人银行卡了。
过去近四年停发的养老金也会以补
发的形式一并打入她的银行卡账
户。而这一切只因为凌女士通过手
机用人脸识别的方式通过了养老待
遇资格认证。

市 社 保 局 最 近 开 发 应 用 手
机 APP 人 脸 识 别 资 格 认 证 系
统 ， 破 解 了 养 老 待 遇 资 格 远 程

认证难。
据了解，凌女士自 2012 年跟

随子女前往美国颐养天年，由于身
在国外，2013 年时她错过了当年
的养老待遇资格认证，导致养老金
被停发，之后尽管凌女士数次回国
探亲，但因个人来去匆匆一直未办
妥资格认证，她的养老金发放也因
此一直耽搁下来。今年上半年市社
保局开展“大脚板走一线、小分队
破难题”行动，把提高养老待遇资
格认证通过率作为一项难题进行攻
坚，经办人员积极通过各种联系方

式联系退休人员，历经周折终于联
系上了远在美国的凌女士，并告知
她如今社保局推出了人脸识别认
证，可以通过手机完成养老待遇资
格认证。终于，远在大洋彼岸的凌
女士用手机通过了养老待遇资格认
证，恢复了停发近 4年的养老金待
遇。

今年以来，市社保局以“经办
能力提升年”为主线，在优化服务
上找堵点、解难点，针对参保人员
健康体检项目重复、体检医院分布
不均、现场预约体检和疑似重复享

受养老保险待遇人员处理不及时、
历年死亡与失踪人员未清算等问
题，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截至 6
月底，指导各区县 （市） 经办机
构、卫生服务机构、社会保障服务
站破难题多起 （次），市区新增体
检定点医疗机构 8家，开发应用手
机 APP 体检预约系统和人脸识别
资格认证系统，加快推进为民便民
惠民服务举措，健康体检率和资格
认证率与往年同期相比，分别提高
4.6%和 7.5%，赢得市民的普遍赞
誉。

“刷脸”就能通过养老待遇资格认证
市社保局开发应用手机APP人脸识别资格认证系统

昨日，宁波市图书馆联合象山县图书馆，在象山鹤浦码头举行“海
上书屋”送书活动。图书馆工作人员将近千册图书和期刊，分装到“海
上书箱”中，送往等候在码头边即将远洋的渔轮上去。图为渔民把图书
搬上渔轮。 （胡龙召 毛婕 摄）

“海上书屋”送书上渔轮

本报讯（记者张正伟） 以往的
印象中，绍兴是一个“快进快出”
的城市，纵有千年的历史和无数的
名人，花上一两天时间也基本上能
领略一番。然而最近两三天在绍兴
的“美丽浙东行”中记者发现，绍
兴通过大力发展全域旅游，特别是
发挥历史文化与山水生态优势“全
域造景”，正华丽转身为新兴“慢
游目的地”。

在稽山园码头坐船沿着环城
河、鉴湖来到柯桥，在东方山水乐
园“水上联欢”，回到市区坐着乌
篷船来趟古城深度游；意犹未尽还
可北上杭州湾或者南下新昌、嵊
州，海上花田的灯光节和百丈飞
瀑、大佛寺的体验带来别样惊喜
……根据绍兴最新推出的 10 条全
域游特色线路，游客轻松就能组合
一次“深度慢游”。近年来，绍兴

全域造景，用文化与山水“留人”
绍兴大手笔打造“慢游目的地”

按照全域旅游理念，深化“三
山”（会稽山、四明山、龙门山）

“两江”（曹娥江、浦阳江）“一
河”（西鉴湖、东鉴湖、古运河）
布局，重点打造以古城、兰亭为
核心的十大旅游功能集聚区和以
酷玩小镇、花田小镇为代表的近
百个特色景区。2017 年，绍兴将
重点实施旅游项目 50 个，投资总
额达到680.64亿元。

历史人文和山水生态是绍兴
旅游的天然禀赋，为了让古城在
功能纾解的基础上“厚重而轻
松、好看又好玩”，近年来，绍兴
加大旅游投资和投放产品的多元
化，旅游大交通、文化旅游、水
城旅游、乡村旅游、智慧旅游等
领域的建设投入连续多年超过100
亿元；休闲度假、养生养老、特
色民宿、通用航空、时尚酷玩、
房车营地、户外骑行等旅游新业
态层出不穷，涌现出柯桥乔波冰
雪之旅、上虞四季仙果之旅、诸
暨香榧生态之旅、嵊州温泉养生
之旅、新昌丝绸工业之旅等热门
线路，让游客“非来不可、非留
不可”。全域旅游吸引了众多游客来绍。 （樊蕾 摄）

本报讯（记者王博 鄞州记者
站杨磊 通讯员任斌斌） 日前，在
鄞州区塘溪镇经营副食品店的杜先
生因烟草许可证即将到期，通过

“鄞州行政服务”微信平台向区行
政服务中心递交了许可证延续申
请。审批人员当日就完成了在线受
理，并快递送达证件，从而让杜先
生不出家门便完成了审批事项。

通过创新“微平台”审批，鄞
州区在全国率先实现烟草经营许可

证延续审批群众“零上门”“零跑
腿”。这一改变只是鄞州区“最多
跑一次”改革的缩影。今年来，鄞
州区以“互联网+政务”为突破
口，积极搭建一窗受理、微信审
批、政务网络、免费代办、政务咨
询“五大平台”，深度整合全域信
息资源，创新审批服务流程，加速

“最多跑一次”改革落地。
搭建一窗受理平台实现集成服

务。鄞州区行政服务中心针对 864
项入驻事项，整合推出项目服务、
商事登记服务、不动产登记等八大
类综合服务一窗办理区，通过一站
式服务减少市民来回跑。同时，21
个 镇 街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全 部 完 成

“3+X”一窗服务板块设置，即统

一设置社会保障、民生事务、综合
服务等 3 个综合窗口和商事登记、
农林渔牧等特色窗口，实现前台综
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
出件的审批新模式。

网络服务“让数据跑路”加快
推进。鄞州区将审批数据库建设纳
入重点民生项目，依托浙江政务服
务网，建立政务统一交换数据平
台，逐步实现部门政务信息互联互
通。在此基础上，开辟行政服务微
信审批平台，在网上建立全景虚拟
办事大厅，为市民提供微审批服
务，避免申请人因办事材料缺、
漏、错而多次往返办事窗口。如
今，在“鄞州行政服务”微信公众
号上，17 个部门 81 项审批事项已

全面上线运行，气象、水利、安监
等多部门在线办理3852件。

此外，在鄞州区，市民还可以
拨打“81812345”政务热线咨询平
台，提前了解办事流程、所需材料
及其他相关事项，该区将 33 个专
线电话，88 个职能部门、镇 （街
道） 和公用企事业单位电话整合，
建立了统一对外热线，24 小时全
天候无缝隙接听，市民只要打一个
电话就能一次性得到解答。

截 至 目 前 ， 鄞 州 区 级 部 门
1004项行政审批事项中，874项实
现 “ 最 多 跑 一 次 ”， 覆 盖 率 达
87%。今年上半年，已实现“最多
跑一次”办件64.6万件，居全市首
位，群众满意率99.5%。

“微信审批”群众零跑腿 “一窗受理”镇街全覆盖

鄞州“五大平台”加速“最多跑一次”落地

聚焦“最多跑一次”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