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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象山港大桥从象山北出口下
高速，驶入黄避岙乡三高线，一边
是渔船停泊的海湾，一边是 3米多
宽的红色塑胶跑道，通向北黄金海
岸景点。

这条农村公路又叫斑斓海岸精
神文明示范线，全长约 12 公里，
串起了三角地村等多个村庄。“我
在这里开农家乐 13 年了，最近几
年路好了，附近景点人多了，来我
这里吃饭的游客也多起来了。”曹
文菊经营的白屿村和文饭店，生意

好时一个月有二三十万元营业收
入。

“斑斓海岸线已投入约 5000万
元，对提升农村软实力、农民增收
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黄避岙乡旅
游办主任张晨博介绍，仅去年，塔
头旺村就新增“西沪人家”等 6家
民宿，村里还成立了一家旅游公
司，预计该村的集体经济因此增收
20万元。

长年在外打工的汤永富回到
了象山泗洲头镇河婆岭村，还盖了
新房子。今年元旦，他的“溪水琴
音”农家乐试营业。“村里 100 多
户人家，有 15 户开起了农家乐或

民宿，能提供 200 多个床位。”汤
永富说，河婆岭村旅游资源丰富，
现在通往村里的公路下莲线也美得
像一个景区。

“以前大家都说来咸祥不方
便，象山港大桥开通后，鄞州区的
沿海中线不断提升，咸祥已经成为
交通枢纽了。”【下转第6版①】

条条大道通乡村
近万公里农村公路成为宁波乡村振兴“康庄道”

象山黄避岙乡三高线一侧的塑胶跑道。 （张燕 摄）

本报记者

昨天，宁波日报、甬派客户端、
中国宁波网同时刊发融媒体调查报
道，对“六车道马路绿灯仅 17 秒”

“自来水变黄数年无人管”等问题进
行曝光，引起社会强烈反响。

读者纷纷为党媒的报道点赞，
在各大平台上留言，继续反映被忽
视甚至无视的民生“小事”。交警
部门立即展开行动，连夜对昨日反
映的红绿灯问题进行整改。

昨天，记者再度赶往现场，对
读者反映的新问题和已曝光问题的
整改情况进行调查。

格兰晴天旁临时垃圾场
臭到不敢开窗，说好的临
时堆放呢？

昨天读者报料“点名批评”，
格兰晴天小区旁的垃圾场。

“鄞州区潘火街道格兰晴天小
区北面空地竟被设为垃圾临时堆放
场。垃圾堆放了一两个月，很臭很
臭，几乎整个小区都能闻到！”读者

“cathy^”表示，他们已多次向街道反
映，得到的回应是因垃圾焚烧厂设
备养护，垃圾临时堆放在这里，但到

底什么时候能处理掉没有准话。
昨天中午，记者赶到格兰晴天

小区，发现读者所说的垃圾堆放场
与小区仅一路之隔。从小区高层窗
户往外看，可以清晰地看到空地上
堆放了大量垃圾，不时有垃圾车开
入，还有挖掘机在作业。

“建筑垃圾还好，生活垃圾实
在太臭了。”居民葛大爷对此十分
不满，“晚上还有人焚烧垃圾，业
主群里都在说这个问题。”

记者走近垃圾堆放场，恶臭扑
面而来，地上垃圾散乱，有焚烧痕
迹。垃圾堆放场门口贴着潘火街道
的“温馨提示”，显示这里将临时
堆放垃圾约45天。

令人惊讶的是，垃圾堆放场竟然
还有人居住，并忍着恶臭吃饭。“垃圾
堆放在这里早就超过 45天了。因为
付了一年房租不给退，我们只能一直
住着，好在过两天我们就要回老家
了。”一位外地来的租户无奈地说。

南站西路
“高难度”非机动车道，让
人怎么过？

就昨天曝光的“问题红绿灯”
现象，许多读者跟帖报料。

读者“四明大山”反映，火车
站北广场公交总站对面，一根红绿
灯灯柱竟然立在非机动车道中间，
阻碍了交通。

记者注意到，这条非机动车道
位于南站西路和马园路路口，边上
就是宁波市妇儿医院，交通流量很
大。由于马园路正在大修，这条非
机动车道是临时从机动车道中开辟
出来的。令过路群众无语的是，车
道的正中间立着一根红绿灯灯柱。

【下转第6版②】
（看视频和更多报道，请登录甬

派、中国宁波网）

成为难事的民生“小事”还有不少
交警部门连夜整改问题红绿灯

本报讯（记者徐欣 易鹤 江
北记者站张落雁） 昨日，在江北高
新区近 9万平方米的厂房内，组装
车间已具备安装交付条件，首条变
速箱生产线完成安装调试，这标志
着银亿股份邦奇动力总成宁波工厂
正式投产。

银亿邦奇年产 120 万套 CVT
变速箱装配线项目去年5月17日签
约 ， 是 我 市 成 为 “ 中 国 制 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后，首个投资
和产值均超过百亿元的重大工业项
目。仅仅用时 8个月，这个体量庞
大的项目上月就投入了试生产。该
项目的高效推进，是江北抢项目、

抢速度、抢效率的生动写照。
银亿邦奇项目落户前，各地竞

争激烈。江北区政府凭借精准、高
效的服务保障，最终获得认可。项
目落户后，江北区、慈城镇相关部
门又以“事不过夜”的精神，跑出
审批“加速度”，确保建设“零障
碍”。从项目备案到建筑施工许

可，再到主体厂房验收，各审批部
门提供了全程高效的审批服务。区
审管办等部门为项目量身定制审批
方案、最简审批事项清单，倒排时间
节点，制定每周计划，实施精准全面
的审批代办。从去年７月 17日取得
不动产权证到7月28日获得施工许
可证，仅用了 9个工作日，比土地

合同约定时间提前 324天开工，刷
新了全国同类项目审批速度。

据了解，首条生产线投入使用
后，银亿邦奇将陆续安装 5 至 7 条
生产线。一期占地约 160亩的年产
120 万套变速箱总装项目，预计
2020 年 前 全 部 建 成 ， 达 产 达 标
后，年产值将超过120亿元。

银亿邦奇动力总成宁波工厂正式投产

百亿项目8个月从纸面到产品

本报讯 （记者朱宇） 昨晚，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郑栅洁会见
来甬考察的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党组成员、副总经理陈壁一行，
双方就进一步深化央地合作进行
了深入交流。

郑栅洁对陈壁一行来甬考察
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宁波经
济社会发展情况。郑栅洁说，中
海油是位列世界 500强的大型央
企，资金实力雄厚，人才技术密
集，管理理念先进，一直与宁波
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当前，宁
波正围绕高质量发展要求，积极

推进大平台、大产业、大项目建
设。希望中海油加大在宁波的投资
力度，布局建设一批高端产业项
目。我们将全力做好服务工作，为
中海油在宁波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陈壁表示，宁波拥有得天独厚
的区位条件和港口优势，临港产业
基础雄厚，中海油十分看好宁波的
发展，将全力推进双方互利合作，
为宁波产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作
出贡献。

中海油总公司总经理助理孙大
陆和市领导毛宏芳、施惠芳、陈仲
朝参加座谈交流。

郑栅洁会见中海油客人

本报讯（记者黄程 杭州湾
报道组赵春阳 卓松磊） 春节将
至，杭州湾新区多个重大项目建
设现场仍然一片繁忙。记者昨天
在杭州湾新区滨海小学工地上看
到，项目部分建筑已经结顶，各
项施工作业正在紧张进行中。一
位来自江西的施工人员告诉记
者：“部分路远的工人已经返
乡，但是项目投用的时间紧，不
少施工人员留下来再干几天。”

像滨海小学这样赶进度的在
建教育项目，在新区还有很多。
今年秋季，滨海小学和三所幼儿
园将投用。2019 年秋季，世纪
城 B8 区块配套公办小学，合生
小区配套公办小学、配套幼儿
园，宁波科学中学新校园也将投
入使用。

杭州湾新区管委会主要负责
人表示，随着新区人气集聚，特
别是高层次人才集聚，新区居民
对城市配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只有不断提升城市配套的品
质，才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为新区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可以
说，经过多年努力，新区成立以
来一直坚持的产城人融合路径迈

入了新阶段。”
投资 14 亿元、与上海仁济医

院合作的杭州湾医院，将于今年启
用。在硬件建设推进的同时，医院
在医疗力量等软件培训上已经作好
准备。据介绍，去年，该院共组织
三批次 85 名医务人员赴上海仁济
医院开展为期 6个月的进修，进修
后该批人员将直接进驻杭州湾医院
开展医疗服务

去年，新区启动滨海新城建
设，目标是打造 21 世纪中国样本
小城，确定了“一年全面启动建
设、三年初具规模、六年全面建
成”的“1+3+6”建设节奏。截至
去年 11 月底，已累计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 61.03 亿元，其中基础设施
投资 36.13 亿元，产业项目投资
24.9 亿元，引进各类项目总投资
132.7亿元。

在滨海新城，除了地面上能看
见的变化，路面下的综合管廊建设
同样日新月异。根据建设规划，滨
海新城作为新区综合管廊工作的启
动区块，现阶段正全面推进“两横
四纵”六条道路的地下综合管廊建
设，总长度近 20 公里，规模全市
居首。

城市配套全面升级

杭州湾新区
迈入产城人融合新阶段

本报讯 （见习记者孙佳丽）
世界三大嘉年华之一的法国“尼
斯嘉年华”即将走进甬城。昨
日，笔者从有关会议获悉，今年
秋季，宁波将举办宁波·尼斯嘉
年华，完整引入法国“尼斯嘉年
华”，同时充分植入宁波文化元
素。

法国“尼斯嘉年华”是全球规
模最大、最著名、历史最悠久的狂
欢节之一。此次宁波·尼斯嘉年
华将覆盖或衔接国庆黄金周，充
分融合发掘苏浙沪乃至全国的旅

游消费潜力，最大程度引爆嘉年华
辐射效应。其中，“尼斯嘉年华”
中国际化的彩车 （花车） 巡游、方
阵表演等主体活动将在今年秋季入
驻甬城。

此次宁波·尼斯嘉年华项目的
举办恰逢“中欧旅游年”，除举办
系列主体活动外，宁波还将通过赴
法举办宁波城市文化旅游形象合作
推广、“尼斯嘉年华”项目国内城
市推广等配套活动。活动后，还将
利用嘉年华展示物成立嘉年华主题
公园。

“尼斯嘉年华”今秋入甬
以法式风情和宁波元素飨四海宾客

昨天，上汽大众宁波工厂生产
车间，机器人正在进行车身全自动
总拼作业。近日，该厂第 100万辆
车下线。据介绍，上汽大众宁波工
厂是大众全球最先进、自动化率最
高的工厂之一，也是大众集团工业
4.0 全球样板工厂和标杆工厂，其
中车身车间有 530台机器人，生产
自动化率达86%。

（卓松磊 黄程 摄）

上海大众宁波工厂

下线整车
突破百万

银联布局宁波轨道交通移动支付

后天起市民可“刷手机”坐地铁

台湾花莲发生6.5级地震
已致6人遇难67人失联
当地医院收治6名地震受伤大陆游客 1人病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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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奇葩”年报今年特别多
证监会：信息作假将一查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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