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丽象佳苑小区安置房已经通过综合验收，由宁
波福尔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进行日常物业管理服务
工作，目前已可交付使用。现将本次安置房抽签定
位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抽签时间:

二、抽签地点：海曙区文体中心 （沁园街345号）
三、抽签随带材料：1、被拆迁人本人参加抽签的，

需随带拆迁协议原件、被拆迁人身份证原件、被拆迁人私
章；2、委托他人抽签的，需随带拆迁协议原件、委托书

（需股份经济合作社盖章确认）、受托人身份证原件、受托
人私章.

四、被拆迁户本人或被委托人凭随带证件进场，进场
参加抽签的人员应听从工作人员安排，并自觉遵守和共同
维护现场秩序。

五、本次安置房抽签定位工作由宁波市信业公证处公
证。

六、上述事宜请相互转告。

宁波市海曙区望春街道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办公室
2017年8月22日

关于丽象佳苑小区安置房抽签定位的通告

时间

8月25日

8月26日

8月27日

8月28日

8月29日

抽取顺序号时间
8:00—9:00

12:30—13:30

8:00—11:00

8:00—11:00

8:0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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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9:00

机动

抽取房号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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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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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曙区高桥镇上施家园安置房已具备交付条件，为公正、公平、
公开有序地做好安置房交付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安置对象：重点工程（芦港段）被拆迁户。
二、抽签时间：2017年8月29日，上午6：30开始，截止当天抽签结束。
三、抽签地点：高桥镇中心小学（高桥镇新丰路）。
四、本次抽签凭本人身份证和抽签分房通知，因场地有限，每套

房屋每次入场只限一人，入场时请随带被拆迁人身份证原件和抽签
分房通知；如委托他人代理，除上述资料外，还需随带分房抽签委托
书和受托人身份证原件。

五、被拆迁人本人或受委托人凭随带证件进场后，应听从工作人

员安排，自觉遵守并共同维护现场秩序。
六、被拆迁人本人或受委托人务必按时参加分房抽签。未到场参

加分房抽签的，按高桥镇房屋拆迁办公室核定套型在剩余房源中抽
签确定安置房源。

七、本公告统一抽签之月为安置房交付之月。
八、本次安置房分房抽签过程由浙江省宁波市鄞源公证处现场

公证。
特此公告，请相互转告。

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房屋拆迁办公室
2017年8月21日

海曙区高桥镇上施家园安置房分房抽签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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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胡章） 早在几年前，作为周公
宅水库大坝安全监测人员，项才
德需要徒步半小时，再乘坐电梯
下到 125 米深的坝底，经过一段
室内外温差将近 15℃的潮湿廊
道，用手工操作采集数据。而现
在，他只需通过智能水库管理系
统，就可实时收集数据并加以核
实。这不仅减少了人工误差，也
大大提高了水库安全高效的运行
能力。

水库是否安全运行，并充分
发挥防洪、灌溉、供水、发电等
效益，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和社会稳定，牵一发而动 全
身。我市市域内共建有大小水库

421 座，绝对数量不少，但呈两
大特点。有关水利专家分析，一
是我市水库分布不均衡，二是单
个水库规模普遍不大，这对防洪
来说，都是不利因素。近年来，
局地强降雨呈多发易发态势且离
散性大，水库“单兵作战”，往
往“力不能支”，加强水库安保
工作、全力保供水成为重中之
重。而在全国范围内，水库管理
方面往往以传统粗放为主，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水库总体效益的发
挥。

借力“互联网+”，我市综合
运用传感、无线网络、在线监测
分析等技术，用信息化推进智慧
水库建设，构建智慧水库系统，

为水库防洪供水安装了“千里
眼”。周公宅水库管理局局长潘仁
友认为，智慧水库不仅在水库供
水水质上发挥着作用，同样在多
雨季节防御汛情上起到了科学调
度水库库容的功能。

三分建，七分管。从 2014年
起，我市启动实施水库的标准化
管理，以智慧水库为抓手，提升
水库科学防御洪水能力和城乡居
民的饮水安全，真正让城乡居民
喝上了优质的水库水。今年，水
利部门将水库管理智能化列入

“大脚板走一线、小分队破难题”
专项予以推进，水库标准化建设
步伐加快。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
的“宁波经验”更是得到水利部

的充分肯定。
“水库管理的创新在于体制的

创新，着力点主要在精细化和现
代化建设。”市水利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我市全力推进大中型水库
管理单位“两化两创”工作，目
前全市6座大型水库、2座中型水
库“两化”试点工作已经完成，6
座大型水库已全部成功创建国家
级水管单位、5 座中型水库分别
成功创建省级水管单位。同时，
推进小型水库管养分离，积极培
育专业化的水库养护公司，实行
专业化、区域化的小型水库管护
模式，在条件相对成熟的地方开
展试点，推动小型水库区域化管
理、专业化养护进程。

智慧水库，
为防洪供水安装“千里眼”

昨天，宁波兴光燃气集团公司
的青年志愿者来到鄞州白鹤街道贺
丞社区，为辖区沿街餐饮小企业无
偿检查燃气瓶、更换管线、检测阀
门等，还向经营者讲解燃气安全常
识。

（丁安 陆雯文 摄）

安全使用

燃气瓶

本报讯 （记者董小军 通讯
员王舜毕） 昨天上午，宁波海事
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马耳他
籍货轮“卡塔利娜”二副艾伦有
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法院审理查明，去年 5 月 5
日，“卡塔利娜”轮从江苏连云港
启航驶往印度尼西亚，7 日零时
至 4 时，该轮由被告人艾伦值班
驾驶。凌晨3时34分许，“卡塔利
娜”轮在途经象山县沿海南韭山
岛东偏北约 72 海里附近水域时，
艾伦在海面起雾、能见度不良、
渔区航行的情况下，违反我国《海
上交通安全法》等相关规定，未保
持正规瞭望，未能对当时局面和碰
撞危险作出充分估计，未使用安全
航速行驶，未及早采取有效的避让
行为，未采取有效的雾航措施，导
致“ 卡 塔 利 娜 ”轮 与“ 鲁 荣 渔
58398”轮发生碰撞，致该轮扣翻、
沉没，14 名船员死亡，另有 5 名船
员失踪。经鉴定，此起重大交通事
故共造成人民币 507.88 万元的财
产损失，“卡塔利娜”轮对本起事故

负主要责任。案发后，驾驶人艾伦
到浙江省公安边防总队海警第二
支队投案，并如实供述了犯罪事
实。“卡塔利娜”轮所有人波尔萨利
船运有限公司已经赔偿死亡和失
踪人员近亲属共计人民币 2245万
元。部分被害人近亲属出具谅解
书，对被告人艾伦的犯罪行为表示
谅解。

宁波海事法院判决认为，根
据我国法律，本案被告人艾伦的
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情节特别
恶劣，应当依法惩处。鉴于其案
发后主动自首，且真诚认罪、悔
罪，“卡塔利娜”轮所有人积极赔
偿被害人近亲属经济损失，部分
被害人近亲属对艾伦的犯罪行为
表示谅解等，依法对其从轻处罚。

据了解，去年最高人民法院
将相关海事行政案件纳入海事法
院管辖范围，今年 2 月，宁波海
事法院又被指定试点管辖海事刑
事案件。该院此次审理的“卡塔
利娜”二副交通肇事案也是全国
海事法院审理的首个刑事案。

全国海事法院审理的首个刑事案

卡塔利娜轮
交通肇事案昨日宣判

本报讯 （记者沈孙晖 通讯
员张文珍 象山记者站陈光曙）昨
天早上，象山西周水厂技术人员郑
裕波一行 3人来到隔溪张水站，日
常检查水站运行设备、配送消毒药
剂和检测水质。每天上午 7时至下
午5时，他们要对西周片区17个村
庄 14 个水站全部梳理一遍，确保
该区域百姓喝上“放心水”。

象山是我市缺水严重地区之
一，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分别为全
国 、 全 省 平 均 水 平 的 77.5% 和

84.6%。2007 年大旱，该县一度
有 23.4 万人遭遇饮水困难。为
此，2008 年以来，象山累计投入
20 多亿元紧抓联网联库，着力实
施“两个十亿”供水工程，巩固
提升全县居民的饮用水供给和安
全，并科学配置水资源。

在基础设施上，象山近年来
相继建成上张水库、白溪引水等
省、市重点工程，并建成兴坑等
一批小型水源工程，新增供水能
力 4150万立方米，年可供水量达

1.74 亿立方米；重点推进城乡一
体化供水，先后建成并投入使用
16 项供水工程；对 5 座中型水库
进行联合调度，大大提高水资源
的供给保证率。

让居民有水喝，更要喝得放
心。该县在构建供水安全体系
上，着力打造“二区五片”供水
格局，先后建成覆盖 18 个镇乡

（街道） 54 万人口的供水网络。
同时，将城镇水厂管网向农村辐
射，铺设 500 多公里管道，拆除

298 个管理落后的小、散水站，
让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共享优质
的自来水。

针对偏远山区、海岛村庄的
末端供水“短板”，象山开展村级
标准化水站建设，同步推进村内
管网改造；对不能并入联网供水
的村庄，实行“挂牌销号”制
度。截至目前，已建成 17个村级
标准化水站，解决了西周等 3 个
偏远乡镇20个村9000人的饮水安
全问题。

近10年投入20多亿元

象山精准施策破解城乡居民“饮水难”

本报讯（记者陈章升 慈溪记
者站邵滢 通讯员许国丹） 1 至 6
月，实际利用外资1.26亿美元，到
位内资 30.89 亿元；签约落地亿元
级项目 17 个，其中 4 个投资在 10
亿元以上……今年以来，慈溪市完
善招商体制机制，提升招商引资实
效，通过平台招商、上门招商、驻
点招商、以商引商等方式，吸引一
批重大项目签约落地，上半年签约
项目总金额逾百亿元。

数字是枯燥的，但其勾勒出的
发展蓝图清晰可见。上半年，慈溪
根据产业发展规划布局和招商引资
的现实需求，“一把手”带队深入
重大项目招商引资“第一线”，

多次赴北京、广州等地开展招商引
资活动。目前，该市领导重点联系
的 在 谈 项 目 有 23 个 ， 涉 及 机 器
人、新能源整车、智能家电、航
空、特色小镇、跨境电商等。精准
招商对接，促成一大批项目成功引
进、落地建设、投产运营，为慈溪
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提供强劲活力。

今年以来，慈溪借力重大活
动，搭建大招商平台。在第十九届
浙洽会上，慈溪市有 4 个项目签
约，总投资 2.53 亿美元。其中总
投资 6 亿元的正大农牧运输机械
制造项目由正大集团与中集集团
合作投资建设，占地 300 亩，主

要生产特种车辆、饲料机械、食
品机械等。它的落地建设将弥补
慈溪市在先进装备制造业领域的

“短板”，进一步加快当地现代农
业提升发展。

截至目前，慈溪滨海经济开发
区中东欧 （捷克） 宁波产业基地一
期主体建设已完成，预计 8月底标
准厂房将建成投用；慈溪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由美国 TSI集团投资的
空气净化传感器项目已完成工商注
册，正式落户园区；市环创中心宁
波大数据云基地项目顺利落地，宁
波数梦已完成装修入驻运营，宁波
大学科学技术学院迁建工程PPP项
目正式开工；市现代农业开发区总
投资 6亿元的运输机械制造项目完
成工商注册，正大康地股权投资基
金项目资金陆续到位；周巷镇渔光
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已完成并网，今
年上半年完成投资10亿元。

慈溪上半年招商引资硕果盈枝
签约项目总金额逾百亿

本报讯 （记者徐欣 通讯员
许耀立 贾陈骋） 记者日前从江
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获悉，针对
部分居民反映城区路段发现无证
夜宵摊问题，该局与相关部门从
6月初开始，展开了为期4个月的
夜间联合整治大行动，责令整改各
类违法违章行为 1076 起，立案查
处66起，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夏日炎炎，夜宵摊、烧烤摊等
季节性市容乱象开始呈多发态势。
夜宵摊虽然受欢迎，但是带来的问
题也不小。无证夜宵摊非法占道、
油烟污染、垃圾成堆等问题给周边
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影响。此

外，摊点的食品往往没有安全保
障，容易损害身体健康。为此，江北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连续开展了“夏
季市容乱象”整治大行动。

据悉，江北区综合行政执法
局针对夜宵摊乱象，根据装备投
入、管控区域、执法任务等实
际，坚持“因地制宜、科学合
理、高效执法”的原则，落实网
格管理、定点值守、动态巡控、
分类处置等管控措施，合理配置
执法力量，优化勤务组合，切实
加大对人流量大、社会关注度
高、占道乱象多发区域的管控力
度，目前情况有了明显好转。

江北开展“夏季市容乱象”整治大行动

流动夜宵摊
扰民现象得到严控

本报讯 （记者陈朝霞 海曙
记者站张立 通讯员张琦） 家住
海曙区集士港镇的居民小张近日
路过春华路南、广蔺路东时，发
现连接这两条路的 1300平方米围
墙，变身为一面白底蓝色图案的时
尚围墙，令人爽心悦目。这面围墙
的“蝶变”出自卖面桥社艺术家之
手，这是集士港今年开启街景环境

“美颜键”的又一个尝试。
作为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的

一环，集士港除了治理街头巷尾
的环境卫生，还努力扮靓集镇。

在集士港镇公园路和香雪路
交叉口，一个占地面积 3000平方
米的街头小公园新近落成。街道
投入 240 万元，请来园林专家设
计，将它打造为具有“师法自

然”中国古典园林风格的公园。
据介绍，集士港镇斥资 250

万元，在春华路北侧，从伯豪华
府酒店到集古路建一条1.3公里的
健身步道，目前已建成50米。

此外，该镇还在春华路伯豪
华府酒店到集古路路段两侧的路
灯杆上安装夜景灯光，一到晚
上，变幻出各种颜色，美轮美
奂。而一块 9000多平方米的街头
绿地，也将出现在集士港聚才路
和联丰路交叉口，成为该镇的新
街景。

“按照要求，下一步会加大对
道路环境治理力度，提升街景立
面美化，并计划启动集士港历史
街区改造一期工程。”集士港镇相
关负责人说。

集士港开启
街景环境“美颜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