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至2017年9月27日，本市海曙、江北、鄞州交警大
队依法扣留超过 30日尚未接受处理的机动车共计1043
辆（其中海曙大队318辆，江北大队271辆，鄞州大队454
辆），非机动车225辆（其中海曙大队16辆，江北大队187
辆，鄞州大队22辆），请当事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月
内（非机动车6个月内），持本人有效身份证明、被扣留车
辆的合法证明、应当补办的相关手续到《公安交通管理行
政强制措施凭证》上规定的地点接受处理或认领。逾期仍
不接受处理或认领的，本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七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
程序规定》第一百七十一条等相关规定依法予以处理。

扣留机动车的车辆类型、车身颜色、车辆牌号、扣留单
位及扣留时间、地点，请登录到www.nbjj.gov.cn公告栏目
查询。

特此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2017年9月27日

关于敦促当事人处理车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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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包凌雁
通讯员 房 伟

红墙白瓦，木质栏杆，精致墙
饰……站在即将竣工的新家前，库
车县齐满镇莫玛铁热克村村民玛利
亚木·吾甫尔露出了憨厚的笑容，
面对宁波市援疆指挥部指挥长张行
波，他连连称“亚克西”。

“打造民族团结样板村，以示
范带动整体。”第九批援疆干部入
库车已满半年，这个信念在张行波
的脑海里日渐清晰。在进行深入调
研后，他们在茫茫大漠里描绘出一
张“基础设施完善、产业特色明
显、生态环境良好、民族和谐团
结”的样板村蓝图。

“之所以选择莫玛铁热克村，
就是因为这个村具备最重要的条件
——民族团结。”张行波告诉记
者，莫玛铁热克村是库车县为数不
多的以维、汉为主的多民族聚居的
村庄。这个村的汉族村民都会讲流
利的维吾尔语，维吾尔族村民也不
同程度地会用汉语交流，甚至维吾
尔族村民和汉族村民一直共用同一
个公墓。

消除贫困是样板村的最基本要
求 。 去 年 ， 该 村 仍 有 38 户 贫 困
户。经过一年多的精准帮扶，已经
有 31 户贫困户摘掉了贫困帽子。
贫困户免费住进了新砖房，还领到
了扶贫牛羊，解决了温饱。

正在建设的“甬库团结安居
房”第一期，房屋住宅面积 80 平
方米到 120平方米不等，厨房、客
厅、卧室、儿童房一应俱全。整套
房子除了主体建筑，还合理分布种
植 区 、 畜 养 区 。 一 期 60 多 户 居

民，一般居民可以享受富民安居政
策得到住房补贴，贫困户则免交建
设费，直接拎包入住。

打造民族团结样板村工程不仅
包括住房改善和精准扶贫，更有产
业扶持等造血帮扶。援疆干部给村
里引进了由宁波农科院培育的适合
新疆种植的甜瓜新品种“甬甜 5
号”，这个品种瓜型小，耐干旱，
口感好，很适合进入大城市超市销

售。
在马木提·艾德热斯家的高标

准养殖场内，数十头奶牛安逸地吃
草打盹。它们从原来破旧的草窝搬
进了窗明几净的“新家”。养殖场
以村民入股的方式，吸引了近十户
村民以入股、投劳等形式加盟。

如今，挂在村口的“民族团结
样板村”工程效果图每天吸引不少
村民驻足观看，全村老老少少都盼

望着蓝图早日变成现实。“甬库团
结村”的新名字被村民喊得朗朗上
口。

今年，村级文化礼堂、幼儿
园、农家乐等配套工程也将陆续开
工。张行波说：“我们正在推动团
结村与奉化区滕头村结对共建，力
争打造成一个 3A 级旅游景区，给
阿克苏地区乃至整个南疆地区提供
一个可学习和借鉴的新农村样板。”

宁波在南疆援建
首个“民族团结样板村”

“甬库团结村”的小学生们收到了宁波人送来的中秋礼物。 （包凌雁 摄）

本报讯（记者陈飞 通讯员
胡青蓝） 当“十一”长假遇见中
秋，在这串联起来的 8 天假期
里，想不想带上全家去逛逛农家
乐，顺便品尝一下宁波“老味
道”？要不要给父母买些时令水
果、保健品？宁波市妇联充分发
挥自身组织优势，顺应互联网+
新趋势，加快推动全市女性农产
品电商创业，在中秋节来临之
际，推出“巾帼鲜锋·情满中
秋”线上主题活动，为更多市民
带来本地特色美食。

时令水果是市民热门选购礼
品。近年来，市民们在应季时能
品尝到的本土水果越来越多，像
本地的红心火龙果、红心猕猴桃
等。宁海圣猴果蔬专业合作社总
经理裘银芳一手构建“专业合作
社+基地+农户”农产品流通服
务体系，为当地农产品打出了品
牌。

除了本地当季水果，宁波也
有不少保健食品培育生产基地，
比如在宁波就有一个石斛培育基

地。章素珍是宁波枫康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创始人，她专注于石斛培
育，巧妙利用象山独特的海岛地理
环境，提升了东海石斛的药用价
值，她的石斛系列产品远销上海、
天津、东北等地区。

假期里总少不了出游，选一个
老少皆宜的农庄，欣赏风景、烧烤
垂钓、摘拾瓜果……你可以在北仑
丽盛玫瑰园里欣赏花海连天，品尝

“花”宴；也可以在奉化三石农庄
享受碧波竹海的惬意，呼吸清新空
气。镇海九龙湖横溪村龙悦农家乐
的陈月波，则把目光瞄准了广大

“吃货”，生态健康、味道纯正的龙
悦农家土特产备受欢迎，海苔腰
果、脆香萝卜皮、海苔花生米、自
制香肠等，都是农家乐里的“抢手
明星”。在妇联“巾帼鲜锋”创业
支持下，这几年农家厨娘自制的糕
点，通过网络销售打开了更广的销
路。

中秋味十足的特色产品已在线
上开售，市民们可以通过微信访问

“特色中国宁波馆”进行购买。

“巾帼鲜锋·情满中秋”活动开启

本报讯（记者俞永均 通讯
员姜恒） 昨日，宁波大榭开发区
海事体验教室迎来首批 45 名大
榭一小的六年级学生，由宁波海
事局工作人员担任的校外辅导员
主讲的水上交通安全知识形象生
动，受到学生和老师们的好评。

海事体验教室选址于大榭开

发区第一小学，是宁波市首个小学
生海事体验教室，可同时容纳 50
名学生进行现场授课，教室设有知
识问答区、海事体验区以及海洋文
化走廊，融入海洋生物、国防等知
识，旨在以体验式、趣味性方式，
吸引学生自主学习，提升自救他救
能力，助力海洋强国梦。

首个小学生海事体验教室落成

本报讯（记者徐欣 江北记
者站张落雁 通讯员许佳益） 桥
上车来车往，桥下水流湍急，黑
漆漆的桥洞变成工地宿舍，床
铺、被子、电饭煲等一应俱全。
环城北路西段运河桥下，一群建
筑工人把桥洞变成了他们吃住起
居的住所。

近日，接社区网格员巡查报
告，江北区文教街道安监所工作
人员赶到了位于运河桥边的金隅
大成项目建设工地。只见工地边
运河桥的一个桥洞被木板和塑料
布封了起来，不时有工人从里面
进进出出。走进桥洞发现，这个
狭长的桥洞被左右砌上砖墙隔成
十余个房间，成为该工地部分建
筑工人的住所。

工程队负责人谢先生对此解
释称，工地场地小，无法搭建更
多临时房，由于该工地紧邻运河

桥，就利用桥洞搭建了宿舍，方便
这些工人上下班，也便于公司对他
们进行集中管理。桥洞被围在工地
内，比较隐蔽，以为不会有人发
现，没想到还是被网格员在巡查中
发现了。

文教街道安监所工作人员对记
者说，桥下长期住人不仅会对桥梁
产生破坏，还存在消防隐患，一旦
有火灾发生，黑暗狭长的桥洞不利
于人员的疏散逃生。对此，文教街
道安监所工作人员当场下达了隐患
整改书面通知，要求工程建设方限
期进行整改。谢先生代表工程队承
诺，将于10日内进行整改。

两天后，文教街道安监所来到
运河桥进行了复查，桥洞宿舍内已
无人“留守”，施工方正对违法搭
建部分进行拆除清理。同时，街道
将协调施工方联系场地，为建筑工
人提供安全的住所。

桥洞被隔成十余个房间，成工人宿舍

文教街道整改运河桥桥洞违建

本报讯（记者陈达） 昨天上
午，第 26 届全国副省级城市党
报总编辑联席会议在济南召开，
共话媒体融合时代的党报发展大
计。在同时举行的“泉城济南
杯”短新闻大赛评选中，本报有
6件作品获奖。

本届短新闻竞赛由济南日
报承办、济南市旅游发展委员

会协办。本报参赛的 《反劫机英
雄 28 年 后 再 相 见》（记 者 ： 张
璐、仇龙杰，编辑：袁明淙） 获
一等奖，《6564 笔创业贷款仅 2 笔
坏账》（记者：周琼，编辑：李国
民）、《北仑全国首创气象动漫手
语播报》（记者：厉晓杭，编辑：
朱雯） 获二等奖，另有 3 件作品
获三等奖。

全国副省级城市党报短新闻大赛揭晓

本报6件作品获奖

本报讯（记者王岚 通讯员潘
娉珍） 城市管理要面对形形色色的
人，城管队员的压力可想而知。市
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直属大队针对城
管执法人员实际情况，开设了“心
灵港湾工作坊”，为队员们送上心
灵关怀。“心理知识原来一点也不
深奥，很实用。”参加过培训课程
的老队员毛金锁感觉受益匪浅。

直属大队的“心灵港湾工作
坊”，根据队员心理状况、文化娱
乐等需求，有重点地向 75 名城管
队员传授心理健康和心理技能知
识，培养队员自尊自信、理性平
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指导大

家将所学知识、技巧应用于执法工
作、家庭生活中。

从“心灵港湾”学到的知识，
总能时不时地派上用场。毛金锁
说，“我觉得，在执法过程中争取
群众的支持，依靠群众的力量让违
法行为者主动改正错误，是比较好
的处理方式。”如今，大家在执法
过程中，特别留意“借势执法”，
尽量把事情处理得“皆大欢喜”。

直属大队二中队中队长曹书伟
说，“心灵港湾”是直属大队的特
色，不仅培训队员的沟通能力，还
关注队员的自身健康。“人们往往
不重视心理健康问题。‘心灵港

湾’让队员更加了解自己，及时发
现心理疾病。”曹书伟说，有一位
队员由于个人原因，在执法过程中
火气比较大。后来他对照学过的培
训知识，发现自己的心理状况有问
题，去医院咨询心理医生后，心态
就慢慢平和了。

目前，直属大队每月开一次研
判会议，专题研究队员的思想和心
理状况，及时发现和解决队员心理
上出现的苗头性和倾向性问题。对
有较严重心理问题的队员，主动采
取干预措施，通过个别谈心、心理
治疗、休假疗养等方式缓解其心理
压力。

为了更好地开展内部心理疏导
工作，直属大队还组织 6人参加心
理咨询师职业资格培训，建立心理
健康辅导员队伍，其中一人获得了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证书，3人获
得了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证书。

“面对相对弱势的小摊小贩，
城管既要执法，又要获得群众支
持 ， 这 的 确 很 考 量 执 法 者 的 智
慧。”宁波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
郑一平说，执法者运用心理学知
识，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下一步将对此进行综合评估，考虑
将其纳入城管业务培训范畴，在全
市推广。

为“城市管家”送去心灵关怀
城管直属大队“心灵港湾”心理咨询培训有实效

高标准畜牧养殖场。 （包凌雁 摄）正在建设中的甬库团结安居房。 （包凌雁 摄）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虞南）36℃！昨天，甬城闷热异
常，最高温再次冲破高温线，“秋
老虎”的威力不容小觑。不过受冷
空气影响，今明两天甬城有一次
降温、降水过程，气温明显下滑。

冷暖空气进行“拉锯战”，
雷雨天气再次占领天气舞台。根
据预报，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

或雷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
月底前除 30 日局部有阵雨外，其
余时段以多云天气为主。从今夜
起，我市气温有所下降，最高气温
下 降 至 25℃ 左 右 。 气 象 部 门 提
醒，月底前，我市气温总体偏高，
雨水时不时会来刷一下存在感，体
感较为闷热，请大家适时调整衣
着，谨防感冒。

36℃！昨甬城再现高温天
今夜起气温明显下降

【紧接第1版①】 香港贸发局国际
及内地关系事务主管陈詠珊表示，
宁波作为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是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枢纽，香
港作为国际贸易物流航运中心，拥
有成熟的管理经验，相信宁波和香
港将借助甬港经济合作论坛这一平
台，抓住“一带一路”的机遇，进

一步巩固合作关系，融合新发展，
寻求新商机，共创新优势。

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香港
是宁波最紧密的合作发展伙伴，在
推进宁波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当前，为实现“名
城名都”目标，宁波正大力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综合试验区、“中

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国
家保险创新综合试验区等建设，这
些都为甬港两地的交流合作创造了
更加广阔的空间。宁波和香港可以
借助甬港经济合作论坛这个大平
台，抢抓机遇，应对挑战，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打造更加融合、更
加持续、更加稳定的发展局面。

目前，2017 甬港经济合作论
坛各项前期筹备工作已经准备就
绪。有来自宁波、台州、舟山三市
相关部门、区县 （市） 和企业家代
表三百人赴港参会，与香港政界、
工商界、金融界、教育界、文化界
等开展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
交流对接。

【上接第 1 版②】画全“办事
图”，多维路径“快捷办”。借助“互联
网+”，镇海大力推行“自助办”，
区行政审批中心 6台自助终端成为
群众 24小时办事“好帮手”。全区综
合受理工作联络平台等的建立，助
推“一窗受理”制向基层全面延伸，
构建 5分钟审批服务圈。据悉，镇海
全区 80.3%的审批事项可通过网
络、微信渠道实现在线申请、递交材

料，并完成审核或预审工作。区级层
面近 70%常办事项可在综合受理窗
口直接受理，彻底改变了以往各部
门多处摆摊、分头受理的局面。

画好“服务图”，量身定制“满意
办”。从上月起，全区2700余名基层网
格长、网格员当起入户宣传员，在走村
查访中随带新汇编的《‘最多跑一次’
支招手册》，把政策信息和办事指南送
到百姓家门口。针对项目投资审批等

的不同需求，区审管办实施“量身定
制”，“一类主体一套规范”对症开方，
配备专职导办和志愿者全程陪同帮
办。区领导、区属部门负责人窗口坐班

“助跑”破难，全区30多位代办专员下
沉一线，精准帮扶重点项目。据悉，“助
跑”体验中收集的10大类别、105项具
体问题已有98项解决落实到位，全区
商事登记22个行业实现统一入口“证
照联办”，时间缩减60%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