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公开、公平、公正有序地做好西河街危旧房改

造地块、轨道兴宁桥西站、轨道兴宁桥区间站三个项

目的抽签定位、结账交付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参加抽签定位对象：西河街危旧房改造地

块、轨道兴宁桥西站、轨道兴宁桥区间站项目已签订

直接安置协议安置至徐家漕广泽嘉园建筑面积约 65平

方米，气象路泗洲家园、丽雅苑建筑面积约 80、90、

110、120、130、140 平方米，后孙五江湾建筑面积约

60、70、80、90、100、110、120、130、140平方米套

型的被征收人。

二、抽签定位时间安排

请被征收人适当提前排队进入场内进行抽签，具

体时间如有变动的，以现场通知为准。

三、抽签定位地点：海曙区教师进修学校、教育

局教研室 （翠柏一里40号，翠柏一里小区内）。

四、抽签时需随带材料：被征收人本人或受托

人，需随带直接安置协议或被征收人本人和受托人身

份证原件，不能当场签字的请随带本人私章，受托人

还需随带委托书原件。

五、抽签规定及注意事项：（一） 抽签先按排队顺

序抽取抽签顺序号，再按抽签顺序号依次抽签确定安

置房幢室号。（二） 由于此次抽签人数较多，需参加抽

签的被征收人未按规定时间到场参加抽签的，视为放

弃本次抽签资格，其补抽签时间另行安排。（三） 抽签

后的剩余房源将作为其他用房范围，未参加抽签的将

在以后的用剩房源中抽签确定安置房源。（四） 因抽签

场地有限，每套房源抽签只允许一人进入会场，每户

只能由被征收人或者受托人本人进场抽签，并按抽签

顺序号入座。未成年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不能参加抽签，无关人员不得进场，特

殊情况 （老、病、残、孕等） 确需他人陪同的，必须

向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后允许一名陪同人员入场，进场

人员应听从工作人员安排，按抽签顺序号对号入座，

并自觉遵守和共同维护现场秩序。（五） 因停车场地有

限，建议选择公共交通前往。

六、各安置房对外结账、交房时间：2018 年 1 月

18日至23日，地点：各征收工作现场办公点。

七、本次安置房抽签定位工作委托浙江省宁波市

信业公证处公证。

特此通知，望相互转告！

宁波市海曙区房屋征收事务所

2017年12月28日

西河街、轨道项目安置房抽签定位、结账交付的通知

安置
地块

气象路

徐家漕

后孙

安置房
建筑面积

（约平方米）

80m2

120m2

110m2

140m2

130m2

90m2

65m2

100m2

110m2

120m2

140m2

130m2

80m2

70m2

90m2

60m2

抽签顺序号
抽签时间
（2018年）

1月4日7:45-8:30

1月4日10:00-10:30

1月4日11:05-11:25

1月4日12:35-12:45

1月4日13:00-13:15

1月4日13:50-14:30

1月4日16:00-16:30

1月5日7:45-8:20

1月5日9:10-9:35

1月5日10:20-10:35

1月5日11:00-11:15

1月5日12:30-12:40

1月5日12:50-13:10

1月5日13:45-14:05

1月5日14:35-15:05

1月5日15:40-16:10

安置房幢室号
抽签定位开始
时间（2018年）

1月4日8:30

1月4日10:30

1月4日11:25

1月4日12:45

1月4日13:15

1月4日14:30

1月4日16:30

1月5日8:20

1月5日9:35

1月5日10:35

1月5日11:15

1月5日12:40

1月5日13:10

1月5日14:05

1月5日15:05

1月5日16:10

应工作需要，宁波市公安局公开招聘辅警若干名，派驻交
通警察局工作，具体要求如下：

一、基本条件
除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品行端正、作风正派、服从命令、听从指
挥，能吃苦耐劳且身体健康（女性纵跳摸高240CM、男性纵跳
摸高 270CM 及以上，单眼矫正后视力有 4.6以上），有较强的
保密意识等条件外，还需具备以下条件：

1、文职辅警：18 周岁以上 35 周岁以下，大学本科及以
上学历，体貌端正，普通话标准，懂计算机操作，宁波大市
户籍。

2、勤务辅警：18 周岁以上 35 周岁以下（持有 B 照驾驶证
及以上人员年龄可放宽至40周岁），大专及以上学历（退伍军
人可放宽至高中），宁波大市户籍，无影响行车安全的疾病病
史。

二、招录岗位及要求
岗位1：文职辅警
招录人数：8名
要求：男女不限，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相关专业毕业

优先录用
岗位2：勤务辅警1
招录人数：14名
要求：男性，年龄18至35岁（持有B级以上准驾车型驾驶

人放宽至40岁），大专及以上学历（退伍军人可放宽至高中学
历），要求本人从未从事驾驶培训或教练员职业，无直系亲属

（含夫妻双方兄弟姐妹）从事驾驶培训或教练员职业；持有C1
及以上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满 3 年，无发生一般以上交
通事故负主要责任记录，无严重交通违法记录，近三个记分周
期内无满分记录，无违法犯罪记录；具备计算机操作技能，具
有良好的语言表达和沟通能力；持有 B 级以上准驾车型驾驶
人、专业驾驶人、警风警纪监督员、退伍军人优先录用。

岗位3：勤务辅警2

招录人数：3名
要求：男性，年龄18至35岁，大专及以上学历（退伍军人可放

宽至高中学历），持有 C1及以上驾驶证驾驶人、退伍军人优先录
用。

岗位4：勤务辅警3
招录人数：80名
要求：男性，年龄18至40岁，大专及以上学历，退伍军人可放

宽至高中学历。
三、招录程序
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经资格审查、笔试、面试、政审、体检等程序后择优录取。
四、工资待遇
聘用人员依法签订劳动合同。人员薪酬由市财政统一保障，

实行岗位绩效考核管理。聘用人员享有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
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缴存住房公积金等相应待遇。

五、工作时间及地点
工作时间：标准工时工作制；
工作地点：宁波市公安局及其下属单位管辖区域。
六、报名要求及时间、地点
1、报名要求
持本人身份证、户口本（含父母亲、兄弟姐妹、配偶、子女）、最

高学历证书（退伍军人需提供退伍证）、学信网本人学籍证明一
份、驾驶证原件及复印件，近期正面免冠一寸彩照二张；

2、报名时间
１月５日当天
3、报名地址及联系人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鄞州大队东部新城中队（定宁街

160号）。
联系人：刘老师、陈老师
联系电话：13566029635、15258246181

宁波市公安局
2017年12月28日

宁波市公安局招聘辅警启事

为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共利益需要，根据《国有土
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与补偿条例》《宁波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
偿办法》等规定，本人民政府依法作出《宁波市海曙
区人民政府关于福德路工程零星国有房屋征收项目的
决定》（海政发 〔2017〕 89 号），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征收房屋具体门牌地址为：中塘路16号（详见
项目征收示意图,上述门牌地址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
屋，且门牌均包括支号，具体以规划红线为准）。征收房
屋总建筑面积约1740平方米，征收总户数26户。

上述征收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
二、房屋征收部门为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房屋

征收办公室，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为望春街道房屋征收

（拆迁）办公室。
三、签约期限为20日,搬迁期限自项目签约之日起计

算，为60日。具体签约、搬迁期限的起止日期由房屋征收
部门另行公告。

被征收人对房屋征收决定不服的，可自征收决定生
效之日起60日内向宁波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
征收决定生效之日起6个月内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行政诉讼。

福德路工程零星国有房屋征收项目房屋征收补偿方
案，见海曙区人民政府网站（http://xxgk.haishu.gov.cn/）
或者征收项目现场公告。

特此公告。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

2017年12月25日

关于福德路工程零星国有房屋
征收项目房屋征收决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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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岚 通讯员范
奕齐）“我在手机微信上刚下单，
你就上门啦？真方便！”家住鄞州
区舟宿云庭小区的俞阿姨边开门边
对上门回收旧物的吴师傅说。经过
称重，最后俞阿姨通过手机收到
16 元的废纸钱，并获得 10 个积
分 。 昨 天 上 午 ， 2017 年 宁 波 市

“垃圾分类+资源回收”试点小区
启动仪式暨“我要换糖”在线回收
服务平台上线活动在舟宿云庭小区
举行。俞阿姨成为首批受益者。

“我要换糖”是以手机 App、微
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为载体的市再
生资源回收公共服务平台，为全市
企事业单位与市民提供线上再生资
源回收预约、交易、信息查询、公益
活动及投诉协调等服务。目前，“我

要换糖”平台的首批试点小区共有
28个。平台将54家资源回收站点和
8家末端处置企业在线链接，不仅打
通了源头回收瓶颈，实现了中间过
程透明，更能够看到末端的处置，使
回收工作变得更加规范透明。

据悉，再生资源种类主要包括
六大类，分别是废旧金属类、造纸原
料类、废塑料类、废玻璃类、废旧木
质家具类和废旧家电。“再生资源回
收是实现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的重
要途径和手段，有利于实现变废为
宝。”市供销社资源回收管理处处长
郎文琴说，回收方式分为线上和线
下两种，回收主体为有相关经营资
质的回收站点和回收分拣中心。

为方便不同群体参与可回收物
的回收过程，我市共推出 5 种回收

方式，即流动回收、站点回收、定时
定点回收、线上预约回收和电话预
约回收。“前两种回收方式是比较传
统的也是目前主要的回收方式，比
较适合老年人；后面三种回收方式
给了市民更多的选择空间，其中定
时定点回收是指我们平台签约的回
收站点每周固定到试点小区进行回
收，可减少市民出行，而线上预约和
电话预约将更加方便，我们的工作
人员会上门收取，在家中完成交
易。”郎文琴说，“当然，考虑到经济
性，线上预约回收对回收物重量有
一定要求，以废纸为例，要超过 15
公斤，具体可通过App查询。”

目前，市民通过在线完成交易
可获得积分奖励，奖励积分可在关
联商城直接作为现金抵扣。

首批试点小区名单
海曙区：玫瑰苑小区、水岸心

境小区、胜丰东苑小区
鄞州区：舟宿云庭、镇安新

村 、 紫 玉 台 花 苑 、 东 方 瑞 士 西
区、安居幸福苑、书香景苑、维
科星辰

东钱湖旅游度假区：钱湖丽园
一期、钱湖丽园二期

高新区：明辰紫月、蓝海花园
镇海区：工农小区、武宁桥小

区、繁景小区、聪园小区、银桂小
区、红房子小区

北仑区：香榭家园、耀华家
园、江星公寓、中河茗苑、高德公
寓、世茂一期小区、凯旋华庭小
区、里仁花园小区

微信上点点，就有人上门收废品
“我要换糖”网上服务平台启动，28个小区成为首批试点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通讯
员胡星艺 江黎） 近日，象山将

“一打三整治”行动中查获的带
鱼、龙头鱼等违禁渔获物，在县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开拍卖。最
终，该县一家水产公司以23.5万
元的价格，拍得这批总重 12.25
万公斤的水产品。

今年，象山强势推进“伏休
成果保卫战”，伏休期间开展各
类专项检查 2300 余次，出动执
法人员 3.1 万余人次，海上执法

272 航 次 ， 查 获 违 规 渔 船 119 艘
（其中“三无”渔船 62 艘），查扣
违禁渔获物 12 万多公斤。据象山
县海洋与渔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所有查获的违禁渔获物统一封存在
指定的水产冷库，开渔之后进行公
开拍卖，拍卖所得款项全部上缴国
库。

据了解，今年该县的违禁渔获
物拍卖共有 6家水产公司参与。其
中一家公司竞拍人李先生说，拍得
的渔获物通常用作养鱼饲料。

12.25万公斤违禁渔获物
拍出23.5万元
所得款项上缴国库

本报讯（记者朱军备 通讯
员龚正和） 昨天，东钱湖市场监
管分局组织社会力量参与食品安
全监管，邀请部分区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和社会义务监督员开展
食品安全“你点我查”行动。

在检查钱湖宾馆、柏悦酒
店、悦庄酒店、恒元酒店 4家宾
馆酒店餐饮时，执法人员没有发
现食品安全问题。但有些酒店清
洁用品未存放到专用区域，二级
仓库原材料标识标签不规范，冰
箱上蔬菜肉类标识标签分类不
清。

在南苑花博园、纪家庄开元
度假村、史家菜馆、阿二土菜馆
4家酒店、农家乐，检查人员共
抽检了 42 个批次，包括芦笋、
韭菜、猪肉、卤排骨、香肠等，

均未查出问题。受邀人员要求检查
仓库商品摆设和冷菜间，经执法人
员检查，发现仓库商品摆放不够规
范，冷菜间墙上的温度计没有显示
出温度。

围绕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商品，
几位受邀人员巡查了三江、惠家、友
明、钱湖人家 4家商场超市，“点”出
了苏北大米、金龙鱼调和油、阿克苏
苹果、荷兰豆、青瓜、年糕、喜之郎果
冻等商品。第三方机构当场进行了
检测，没有发现问题。

据了解，对这次检查发现的问
题，东钱湖市监分局当场提出了整
改要求。“元旦过后，还将开展

‘钱湖飓风”月末查餐行动、月末
打假行动，以确保春节期间的食品
安全和商品质量。”东钱湖市场监
管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东钱湖开展
食品安全“你点我查”行动

本报讯（记者周琼 通讯员任
社） 记者昨日从市人力社保局获
悉，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
长期失能人员的护理保障问题，
我市于 2017年 12月 28日起开始推
行 《宁波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
点方案》。据了解，试点阶段的实

施对象为在市本级、海曙区、江
北区、鄞州区 （含高新区、东钱
湖旅游度假区） 参加本市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在长期护理保险护
理服务试点机构入住的重度失能
人员，由护理服务试点机构统一
办理评估申请。

市人力社保部门的有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经评估后符合长期护理
保险待遇享受条件的失能人员，
待遇标准为每天 40 元。例如，某
护理机构每月护理费为 3000 元，
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承担的 1200 元
由 医 保 经 办 机 构 支 付 给 护 理 机

构 ， 个 人 承 担 的 1800 元 由 个 人
（家庭） 支付给护理机构。记者了
解到，试点区域内能够提供失能
人员护理服务的以下三类机构，
可申请成为长期护理保险护理服
务试点机构：一是二级及以下医
保定点医疗机构已设置单独护理
病区，且有 10 张以上护理床位；
二是养老服务机构已纳入医保定
点医疗机构范围，已设置单独护
理病区且有 10 张以上护理床位；
三是养老服务机构与医保定点医疗
机构签订医养合作服务协议，已设
置单独护理病区且有 10 张以上护
理床位。目前，全市共有 19 家机
构成为首批长期护理保险护理服务
试点机构。

我市今起推行长期护理保险试点
经评估后符合享受条件的失能人员，待遇标准为每天40元

慈溪市长河镇经过收集、整理和制作，日前在革命先贤杨贤江的故
居建起以杨贤江家风为主要内容的红色家风馆，以推进党风、家风教
育。图为工作人员在做开馆前的准备工作。

（陈邦强 邵和平 摄）

杨贤江故居建起红色家风馆

前天下午，我市 2017 年垃圾
分类旧物改造创意大赛在鄞州万达
广场举行，来自中心城区 13 家旧
物改造工作室以主题创作的形式参
与其中。

来自市青少年宫的评委老师对
每个工作室提交的主题作品进行了
打分，后期这些作品将作为优秀旧
物改造工作室评比的依据在“宁波
垃圾分类”公众微信号上进行投
票。

（崔引 范奕齐 摄）

旧物改造
大对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