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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项一嵚 奉化记
者站严世君 通讯员苏进） 骑上共
享单车，戴着草帽，背篓里装着水
蜜桃，昨天，奉化区副区长陈锦杰
和两位“网红主播”一起登录淘宝
直播频道，为本地桃农呐喊助阵。
这几天，奉化的“湖景蜜露”水蜜
桃进入采摘旺季。本月底，最受欢
迎的“玉露”也将上市。为帮本地
桃农打好“电商战”，奉化区联合
农村淘宝频道举办首届水蜜桃网络
文化节，开启了一边直播晒体验、
一边发放优惠券的卖桃新模式。

“三月的奉化桃花盛开，七八
月的奉化水蜜桃甜过初恋！”陈锦
杰从萧王庙街道林家村村口出发，
带队骑车来到林家桃园山脚下。林
家村是这里著名的桃村，附近有
5000 多亩桃林，七八月的林家桃
市天天车水马龙，热闹非凡。顶着
烈日拾级而上，只见两旁低矮的桃
树上挂满丰收的果实，为了预防虫
咬，每个桃子被纸套精心包裹起
来。通过手机摄像头，众多网友见
到了这茂盛秀美的桃园风景，不少
人留言，一定要来奉化亲自摘桃。

什么样的桃子才是正宗奉化水
蜜桃？为了在线解答这个热门问

题，奉化区水蜜桃研究所所长吴大
军预备了一箱“湖景蜜露”水蜜
桃。“瞧，奉化水蜜桃的果核与果
肉是紧紧相连的，这个‘湖景蜜
露’的果核是深红色，再过几天上
市的‘玉露’果核是紫红色。”吴
大军现场剖开一个桃子，并告诉网

友，奉化水蜜桃闻着有浓郁的甜
香，成熟时多为黄白色，果肉粘
核，在果箱上认准“奉化水蜜桃”
商标和“锦屏山”字样，买到的桃
子较为有保障。

中午，两位“网红主播”还替
网友们品尝了水蜜桃酱、桃胶、水

蜜桃色拉、水蜜桃羹、清炒水蜜桃
等特色菜肴，令观看直播的“吃
货”们眼馋不已。答对与奉化相关
的问题，就能领到买桃优惠券，更
是吸引网友一边抢答一边“剁手”。

“奉农汇特色馆”的店主王骆平
介绍，截至昨天下午 3时，这场直播
共吸引 55万名网友参与，为该店铺
送来 1.09 万点击量。“要和外地桃
子 PK，不仅要质量过硬，这样的
抱团促销活动也是我们急需的。”
王骆平说，今年的奉化水蜜桃总产
量预计比去年增长50%以上，优质
桃依旧供不应求。

为提高区域品牌美誉度，奉化
区商务局与区农林局协定，由区水
蜜桃研究所出台奉化水蜜桃产地经
营网络店铺认证管理办法。好评率
超 95%、年销量超 500 单、桃子发
货地在奉化，符合这三大条件的网
店可提出认证申请。目前，全区有
11 家网店得到了奉化水蜜桃产地
经营网络店铺认证证书。去年，全
区约10%的水蜜桃通过线上渠道销
售，这一数据将在今年达到 15%。
据农村淘宝频道后台统计，今年奉
化水蜜桃在淘宝上的搜索热度直追
阳山水蜜桃，远高于去年。

奉化首届水蜜桃网络文化节开幕

直播卖桃，既赚吆喝又赚钱

奉化区水蜜桃研究所所长吴大军和网红主播一起介绍水蜜桃。
（鲁威 项一嵚 摄）

本报讯 （记者王岚 通讯员
陈静）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再
隐蔽的违法行为，都会留下蛛丝
马迹。前不久，慈溪市综合行政
执法大队观海卫中队执法队员小
杨，就根据倾倒在现场的建筑垃
圾中留下的一张“请假单”，按图
索骥，找到了违法行为人。

当天上午 10时，小杨接到观
海卫镇社会服务管理综合指挥室
的消息，称广义南路与环城南路
交叉口北侧空地上有乱倾倒的建
筑垃圾。他立即赶往现场。“空地
上是一堆零星建筑垃圾，包括装
修敲下来的砖头和石膏墙。”小杨
说，建筑垃圾看起来数量不少。
在测量垃圾体积时，他发现建筑
垃圾中夹杂着一张纸，仔细一看
是一家位于掌起的铝铜管制造公
司的员工请假单。

“这家公司有没有可能就是这
些建筑垃圾的倾倒者呢？”小杨请
掌起的同事帮忙查找这家企业。

很快，同事打来电话告知，“请假
单”上的公司已经注销，根据上
面的地址查找过去，发现是一家
新的厨具制造厂，目前正在装
修。“那很有可能就是它了。”小
杨立马联系了新厂的负责人，对
方表示，最近正在装修新厂，建
筑垃圾的运送全权承包给了包工
头陈某。

当天下午 4 时，小杨联系上
了陈某。面对执法队员的询问，
陈某承认了自己的违法行为。原
来，陈某办理了零星建筑垃圾处
置登记手续，那天本是想将零星
建筑垃圾运往掌起的建筑垃圾中
转站，但听说当天中转站已满，
陈某就在老乡的“指点”下，将
建筑垃圾倒在了广义南路与环城
南路交叉口的空地上。

“我想倒一下关系应该不大，
没想到这是违法行为，真是因小
失大。”此时陈某后悔不已。在执
法队员的教育下，陈某第二天下
午就自行清理了倒在空地上的建
筑垃圾。同时，慈溪市综合行政
执法局对陈某随意倾倒建筑垃圾
的行为进行了立案查处，并按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相关法
律条款，对其作出罚款的处罚。

一张“请假单”
暴露了违法者
城管执法队员按图索骥
查处偷倒建筑垃圾行为

本报讯 （记者余建文 镇海
记者站石全） 随着一声令下，大
闸内部的 3 台大马力泵机隆隆开
动，将中大河的河水快速抽排入
甬江。昨天上午，镇海张鑑碶闸
站工程成功实施应急通水，为招
宝山城区筑起一道坚实的防洪排
涝“墙”。

张鑑碶闸是镇海四个外海排
涝闸口之一，原水闸始建于 1957
年，为3孔7.5米宽，经过近60年
的运行，已无法满足城区排涝安
全和工程效益的发挥。2016 年 9
月，镇海区启动建设张鑑碶闸站
工程，并列入当年度的区民生实
事项目。工程包括新建 3 孔净宽
12 米的水闸，建设 3 台潜水轴流
泵站。闸站采用一列式布置，站
下挡潮设计标准为百年一遇，站

上排涝标准为 20年一遇。在相同
水雨情条件下，碶闸站排水量可
由原来的 150万立方米/天提高至
330 万立方米/天，24 小时之内可
将招宝山城区及蛟川中大河流域
的涝水排至警戒水位以下。

镇 海 区 农 业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说，工程批复概算总投资 7832万
元，其中工程部分投资 5700 万
元，且设计、施工、安装、采购
采用了 EPC 总承包新模式。在区
各相关部门的鼎力支持下，工程
建设克服困难加速推进，仅用了
10 个月，在今年主汛期到来前便
具备了应急通水条件，极大缓解
了招宝山城区的防洪排涝压力，
还有效提升了外海潮位顶托时镇
海区的强排能力。据悉，闸站工
程将于今年底全面完工。

镇海张鑑碶闸站
应急通水成功
排水量达330万立方米/天，为招宝山城
区强力挡潮排涝

以案释法促治理

本报讯（记者殷聪 通讯员张
华容）“网上申请，网上申报材
料，只需跑一次便能领取营业执
照，真是太方便了。”宁波金旅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的经办人日前通过
市市场监管部门的网上登记平台递
交了企业登记注册材料，“本想着

经过预审、申报、审核等环节，最
快也得一周，没想到第二天便领到
了营业执照。”

“没想到”的背后是我市市场
监管部门借力互联网，实现流程再
造的不懈努力。本月初，我市市场
监管部门网上登记系统全面更新。

“更新后，申请人通过网上申请、
网上核准，只需到注册地市场监管
部门的企业登记窗口一次性递交完
整的登记材料，便能通过 EMS 邮
政送达服务，领取营业执照。”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批处相关负责人
表示，新的系统流程覆盖更全，申
报主体类型更广，可实现内资企
业、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合伙
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等市
场主体通过网络完成企业设立、变
更、备案以及注销等办理事项。

据介绍，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
是市场监管部门深入推进“最多跑
一次”改革的重大举措。通过申请人
外网申请、专人内网审核、审核结果

外网反馈的运行模式，网上登记系
统可实现办理事项网上申请、网上
受理、网上核准等流程，企业登记正
从“面对面”向“键对键”转变。

据初步统计，截至目前，全市
已有 2100 余户市场主体通过网上
登记领到营业执照，其中，企业
2000 余家、个体工商户 60 余家。
下月初，我市将力争实现全程电子
化登记。届时，发照、归档等流程
也将通过互联网流转，企业登记实
现零跑动。

从“面对面”到“键对键”

我市力争下月初实现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

近日，由宁波市图书馆与象
山文广局主办的“渔阅童年”阅
读夏令营走进象山鹤浦镇。

市图书馆工作人员带领城
区的 10 名小学生入住当地孩子
家庭。两天一夜的活动，以图
书为纽带，通过阅读分享会、
鱼拓体验、才艺展示联欢、沙
滩摄影采风、近距离参观造船
厂等丰富多彩的“阅读”，让两
地的孩子共同分享阅读经验，
共同成长。

所谓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大自然就是一本读之不尽的无字
之书，渔民渔家就是一个个真人
图书馆。此次夏令营既是一次旅
行，更是一次阅读，通过丰富多
彩的活动，孩子们真切体会到了
阅读带来的快乐。

（胡龙召 孙婷 摄）

读一本蓝色的无字之书

在海边，两地孩子分享阅读的快乐。 体验鱼拓制作。

孩子们见到大海欢呼雀跃孩子们见到大海欢呼雀跃。。

本报讯 （记 者蒋炜宁） 昨
天，市教育局通报了暑假暗访培
训机构情况。自7月5日起，宁波
市教育局工作人员暗访了 24家培
训机构，发现不少问题。

7 月 12 日，市教育局发现某
媒体微信公众号上刊登了一则

“关于在江北孔浦街道宝马路 8号
举办夏令营”的广告，称“夏令
营”主要面向高中段学生提升学
考水平，16 天“夏令营”期间，
进行全封闭的学科训练。广告宣
称有宁波大学教授参与，有资深
的学科教师参与。

获知这一情况后，市教育局
立即责成江北区教育局赴现场查
处。据江北区教育局当日现场调
查，“夏令营”举办者与孔浦街道
宝马路 8 号经营者联系过租用场
地事宜，但未签约，实际还处于
宣传阶段，未付诸招生培训。

13 日上午，市教育局约谈孔
浦街道宝马路 8 号经营者，要求
对租用场地开展培训的机构严格
把关。目前，经营者已中断和

“夏令营”举办者的场地租赁谈
判。13 日下午，市教育局和“夏
令营”举办者——慈溪市“牛×
书院”（属非法办学机构） 举办者
马某取得了联系，向马某明确指
出了三点：一是这种变味的“夏
令营”是教育行政部门严禁举办
的；二是广告发布虚假老师信

息，误导消费者以为是在职教师
参与有偿培训活动；三是以“夏
令营”名义开展非法培训。市教
育局要求马某立即停止这一活
动。马某明确表示，已终止“夏
令营”的举办。

据悉，宁波市教育局近期的
暗访调查发现，违规的培训机构
存在的问题不少。具体来说有六
类：

一是发布虚假广告，如“三
元教育”培训机构声称所有任教
的老师来自省内顶级重点中学一
线名师，如“魏老师教育”的广
告语“相信在职老师，相信魏老
师教育”。这种广告语容易误导学
生和家长。

二是信息咨询公司非法办学。
三是正规教育机构存在转包

给个人的现象，如春华教育，目
前已经停止个人办学。

四是在职教师在教育机构开
展有偿教育，秋寒学舍、乐和教
育均表示有在职教师授课，这与
教育局的规定相违背。

五是教育培训机构收退费问
题引发纠纷。

六是不少教育机构存在消防
安全问题，这些问题将威胁学生
的生命安全。

据 悉 ， 教 育 部 门 将 联 合 工
商、民政、消防等部门对此开展
整治。此类暗访将持续至8月初。

暗访培训机构
发现六类问题
市教育局查处一违规“夏令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