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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冯瑄 通讯员王
巧玲 陈晓众） 昨天下午 2 时 03
分，在北仑迎宾路与进港西路交叉
口附近，经环保检测车和工作人员
现场检测，一辆集卡车因尾气超标
30%，被交警部门开出 200 元的罚
单。这是全省首张机动车尾气超标
排放罚单。

从过去的机动车排放超标限期
15 天整改，到如今现场开出罚单
并限期 15 天整改完成，我市机动
车超标排放整治再出“重拳”。为
推动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打赢
蓝天保卫战，昨天我市全面启动机
动车环保执法春季专项行动，公
安、环保部门联合在北仑、镇海、
余姚等地开展机动车道路抽测执
法。

机动车道路抽测执法主要通过
尾气遥感筛选和人工检测两个环节
实施。昨天下午，在查处集卡车尾
气超标 5分钟后，机动车尾气移动
遥感监测车的显示屏显示，一辆车
牌号为浙 B502D8 的皮卡车在经过
北仑迎宾路时尾气超标，交警人员
立刻对其实施拦车检查。环保执法

人员对车辆的环保配置进行了检
查，并通过不透光烟度法检测发
现，这辆车的尾气排放值是 6.87，
超过排放标准一倍多。经车主确认

后，交警部门依法对车主作出了罚
款 200元的处罚，环保部门同时对
车主下达了15天限期整改通知书。

开展柴油货车超标排放行为的

专项治理，是我市今年实施蓝天保
卫战的重点工作之一。“与以往不
同的是，今年起，机动车尾气排放
超标不仅要求车主限期整改，而且
现场直接开出罚单。”市机动车排
气污染防治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
说，根据我市去年机动车排放状
况，目前占全市机动车 5%的重型
柴油车的氮氧化物和颗粒物排放
量，超过全市机动车排放总量的
50%。今年机动车环保执法春季专
项行动将持续至 4月底，主要针对
临港区域的集卡以及危化品、大宗
商品货运车辆。

除了机动车道路环保执法外，
环保部门还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机
动车场地监督抽测，并联合市场监
管、商务等部门开展新车销售核
查，以及油品、油气回收设施的执
法检查等，全方位防控柴油车的尾
气超标排放行为，促进城市大气环
境质量的提升。

环保部门提醒，广大车主应及
时关注车辆的尾气排放状况，加强
日常维护和保养，确保机动车达标
上路。

现场直接处罚 15天限期整改

宁波开出全省首张尾气超标罚单

公安部门工作人员在对机动车尾气排放超标车主开罚单。（冯瑄 摄）

本报讯（记者孙佳丽 通讯员
葛荣国） 昨日，记者从我市 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纪念大会上获
悉，全市去年受理消费投诉 9.1 万
件，同比下降 7.05%，为消费者挽
回经济损失 9023 万元。其中，网
络订餐、共享单车、网约车等已成
为我市消费投诉新热点。

市民刘先生通过某外卖平台在
一饭店订了几个菜，收到菜后打开
时却发现两个包装盒碎裂，汤汁混
合到一起，两个菜串味。刘先生觉

得不能再食用，与商家协商未果，
投诉到市消保委。经调解，最终由
店家赔偿了部分费用。

去年，我市处理网络订餐相关
消费争议 231件，投诉主要集中在
餐品含异物、分量不足、变质等质
量方面，以及送餐超时、送错、外
卖翻洒等售后服务方面。

据市消保委发布的消费维权报
告显示，去年，我市受理共享单
车、共享电动车、共享汽车相关投
诉 65 件 ， 与 2016 年 相 比 明 显 增

加，主要是因为部分共享单车企业
不能履约退还押金，导致相关投诉
量激增。计时计费错误、车辆事故
纠纷等，也是投诉的主要集中点。
另外，网约车也成为消费者投诉的
重灾区。去年，我市受理的网约车相
关投诉达到 3572件，主要集中在司
机绕路、计费争议、服务态度等。

“以上 3 大投诉新热点与互联
网相关，网络消费者维权已成为
2017 年度的最大特征。”市消保委
相 关 负 责 人 说 ， 这 说 明 “ 互 联

网+”领域的消费矛盾已越来越突
出，但任何创新模式都应把消费者
权益保护放在首位，而消费者权益
保护责任已慢慢从传统线下商家转
移到线上网络平台。

今年，市消保委拟开展一次线
上线下旅游箱包商品比较试验，拟
在快递行业开展一次体验评价活
动，同时进一步完善和扩大维权专
业委员会办公室建设，发挥行业协
会和维权专业委员会办公室作用，
满足消费者新要求、新期待。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纪念大会举行

网络订餐和网约车成投诉热点

昨天，来自台湾澎湖县的“台
湾同胞参访团”走进鄞州都市森林
社区，参观社区为民服务设施、京
剧社、党群驿站等。图为参访团成
员在试乘专门为老年人和残疾人准
备的爬楼升降椅。

（丁安 杨通 摄）

台湾同胞
走访社区

本报讯（记者王岚 通讯员张
立 顾东栋） 臭气熏天的垃圾房经
过改造，变得外观时尚内里干净，
有效提高了居民主动开展垃圾分类
的积极性。这样的变化，出现在海
曙区西门街道翠南社区。近来，翠
南社区不断迎来前来取经的参观
者。

“我们小区原来的垃圾房破烂
不堪，散发一股臭气，居民垃圾投
放基本用‘抛’，更别提垃圾分类
投放了。”西门街道垃圾分类工作

人员魏茂芳认为，垃圾分类宣传得
再多，硬件设施跟不上，垃圾分类
持续推进只能沦为空谈。西门街道
去年以翠南社区为试点，完成了全
部 6个垃圾房的改造，垃圾分类工
作总算有了新气象。

海曙区于去年 6 月启动 8 个街
道垃圾房“提靓”工程，至去年
年底新建垃圾房 18 座、改建垃圾
房 38 座。其间，各街道结合“污
水零直排区”创建、“示范社区创
建”等契机，因地制宜推进工程
实施。其中，月湖街道借“污水
零直排区”创建，在改建或推倒
重建原垃圾房的同时，增铺垃圾
房污水直排管道，彻底解决了垃
圾房清洗造成环境二次污染的问
题。

在垃圾房新建、改建过程中，

各街道严把“实用关”。江厦街道
天封社区、段塘街道丽园社区对新
建的垃圾房内外均作防水处理，使
其更加经久耐用。设置厨余垃圾、
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
四种分类垃圾桶，指导居民分类投
放。垃圾房同时配建排水设施、工
具间和工作室，日常清理更加方
便。

为使新投入使用的垃圾房有
人管、管得好，各街道在长效管
理上打出“联合牌”。鼓楼街道文
昌社区垃圾房交付使用后，由物
业公司对垃圾房开展日常管理，
街道、社区及小区业委会进行三
方监督，做到管理责任到人、垃
圾日产日清。

据悉，今年海曙区将新建垃圾
房72座，改建垃圾房158座。

垃圾房改建助力老小区洁美
海曙区今年将新建、改建垃圾房230座

品 质 海 曙

图为改建前后的中宪小区垃圾
房。 （王岚 张立 摄）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闻晓明） 昨天上午 8时整，北
仑区小港三小，孩子们一个个在
操场上做操，接着慢跑数圈、打
排球、踢毽子……玩得不亦乐
乎。长期占据该校课表第一项的
早自习，如今被早锻炼替代了。
这是上周五北仑区教育局在部分
小学施行早上推迟上学后带来的
新变化。这项政策将于 4 月 2 日
在该区全面实施。加上本月初该
区全面推行的四点钟学校，北仑
实现小学生上学可推迟、放学可
托管。

推迟上学，是主动回应社会
关切，缓解小学“上学早、放学
早、接送难”矛盾，提高教育服
务能力的民生之举。北仑区教育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为贯彻落实

《浙江省教育厅关于在小学施行
早上推迟上学工作的指导意见》
文件精神，北仑区将科学合理安
排小学上学时间，保证小学生睡
眠充足，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与
全面发展。

据悉，推迟上学在北仑区小

学低年级先实施，条件成熟的也可
整体推进；因地因校因时安排，不
搞“一刀切”；确实有困难的学
校，也可以向该区教育局提出申
请。对确需早到的部分学生，学校
将开通绿色通道，允许其适当提早
到校，并安排好早上值勤教师，强
化对早到学生的管理服务。做到学
生到校时间有弹性，学校管理无盲
区，全程有管护，消除学生及家长
顾虑。

北仑区各小学可根据年级段、
季节等因素灵活调整上学时间，其
中要求小学一二年级学生早上到校
时间为：夏季不得早于800，冬季
及春秋季还应适当延迟。学校应设
定学生早上到校的弹性时间区段，
学生可以在学校设定的弹性时间区
段内根据各自情况选择具体到校时
间。弹性到校时间区段应清楚体现
在学校的作息时间表上，接受各方
监督。继续严格执行中小学不得早于
800组织学生上课的规定，各小学
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上午上课时
间，其中要求小学一二年级上午上
课时间不得早于830。

有效缓解“上学早、放学早和接送难”

北仑小学生早上可推迟上学

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来临之际，江北区畜牧兽医部门、农业
执法部门昨天联合江北工商部门，对辖区内多家宠物医疗机构进行突击
检查，重点检查了工商营业执照、兽药经营许可、台账记录等内容。根
据相关法律规定，宠物店必须拥有专职的兽医师以及经营资格，才能对
宠物进行用药和医治。 （徐文杰 汪佳丽 摄）

联合检查宠物医疗机构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虞南） 甬城一派春光明媚、鸟
语花香，午后阳光更是热力十足，
昨天市区最高气温达到 21.7℃，
最低气温也升至 10℃。市气象台
发布消息，我市自前日起进入气
象意义上的春季。

春天脸，孩儿面。根据预
报，本周晴雨交替，今天受高压
控制，以多云天气为主；周三随
着西南暖湿气流加强，局部有阵
雨；周四高空槽过境，阴有阵雨
或雷雨，局部雨量中等；周五受
冷空气影响，降水渐止转阴天；
双休日有低层偏东气流输送水

汽，云系多，局部有小雨。
根据预报，本周气温先升后

降，受暖气团控制，周二至周四气
温较高，最高气温 22℃至 24℃，
最低气温 12℃至 15℃；周五到周
末气温明显下降，最高气温降至
12℃ 至 14℃ ， 最 低 气 温 8℃ 至
10℃。此外，周三、周四沿海海面
有7级至8级偏南大风。

气象专家提醒，虽然近期天气
转暖，但昼夜温差较大，晴雨交替
频繁，大家还是要注意“春捂秋
冻”，酌情增减衣物，预防感冒。
趁着天晴，大家可以多去户外走
走，欣赏春天的美景。

甬城入春 暖意融融

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
员董力军 谢利明） 最近一段时
间，途经东部新城的上班族会发
现，早晚高峰时段“堵”情有所
缓解。这并非是错觉，已在福庆
路与百丈路交叉口执勤 5年的辅
警赵俊杰说：“以前早高峰时段
这里要持续拥堵近一个小时，现
在有时能减少20分钟。”

据悉，东部新城是我市新
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早晚
高峰时段交通量较大，对外联系
以西边方向为主，交通拥堵较
为明显。数据显示，拥堵点域
集中在世纪大道沿线、江澄路
北段、福庆路以及河清路主要
交叉口。

同时，近期东部新城区域又
有东外环快速化改造、环城南路
东段快速化改造、世纪大道快速
化改造、轨道交通 5号线等重大
工程集中开工建设，对交通产生
严重影响。以福庆路为例，受此
影响，福庆路的交通拥堵情况一
直比较严重，高峰期拥堵时间为
一个半小时。

新年伊始，鄞州交警大队专
门召集在各主要路口执勤的交警

与辅警进行“会诊”，梳理交通节
点，挂图作战，对东部新城进行全
面治堵。据了解，在经过多轮现场
勘察调研后，交警部门优化部分路
段高峰期绿波控制，重新分配交叉
口信号灯周期及各相位绿信比；对
部分机动车道进行了“瘦身”，增
加路段车道数，增设可变车道，施
划导向线，优化完善标志、标线，
重新调整部分交叉口车道分布等。

与此同时，市交警局邀请宁波
工程学院交通研究院调研交通系统
优化方案，逐步解决“工程建设对
东部新城交通影响问题”“金融中
心、银泰城、水乡邻里等重点区块
建成投用后带来的新交通问题”

“东部新城区域进一步的开发建设
及交通量的自然增长问题”。

鄞州交警大队相关负责人说，
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现如今东部
新城的交通秩序和通行效率有了较
大改善和提高，早晚高峰时段拥堵
指数有所下降。其中，福庆北路早
晚高峰时段拥堵时间减少约 20 分
钟，百丈路、世纪大道交叉口东进
口晚高峰时段左转通行效率也大为
提高。下一步，交警部门还将对江
澄路北段、世纪大道等道路进行治
理。

多管齐下治东部新城交通拥堵
通行效率已有较大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