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17日 星期二
海曙 金地小区部分居民、邮局专变（9:00-16:45）集

士港镇：贝特瑞、思明汽车（8:30-16:00）古林镇：隆兴（8:
30-16:00）高桥镇：长乐村一带、富乐（8:30-16:00）

江北 慈城镇上岙村部分用户（8:00-15:50）
4月18日 星期三
海曙 金地小区部分居民（9:00-16:45）高桥镇：宁波

华旭自保温墙体材料，高桥华杰建材，启航助剂，宁波香
豪莱宝金属工业（8:30-16:00）高桥镇：宁波国宏建材、宁
波东兴沥青制品、现代建筑材料、高桥新欣采石场（8:30-
16:00）石碶街道：长江针织、石碶博聪幼儿园（8:00-16:
00）

4月19日 星期四
海曙 联丰世纪部分居民 （9:00-16:45） 高桥镇：

高桥村一带 （8:30-14:00） 嶓特婴童用品、江光溪森
盛、江富山塑料制品、华波有机玻璃制品、江阳光五金

（8:00-16:00）
江北 慈城镇前洋庙后陈村部分用户(8:00-13:30)
4月20日 星期五
海曙 翠中小区居民 （9:00-16:45） 古林镇：鹰达

铝电池(8:30-15:30)石碶街道：捷时进出口、豪门装
饰、栎社村菜场公变、华兴五金、联丰村、忻杰燃气、
欣杰燃具、永博铜业、忻杰智能仪表、栎社幼儿园、远
华印务、汇茂包装印务、宁波绿雅日用品、中原机床、
华兴五金、星光周公宅村、星光村、星光庙前公变、星
光上店公变(8:00-14:30)

江北 恩美福利院、鞍山采石厂、鞍山邵家、市社会
福利院、鞍山村、鞍山赵家、鞍山下洋桥、鞍山中房、鞍山

二房、宁波裕泰五金有限公司、鞍山翁家、宁波市气雾剂
制造公司、92910 部队、小灵峰、洪塘福利院、海军 1123-
3#部队(8:00-15:00)

增加：
4月9日 星期一
江北 求市养猪场(8:30-14:30)
杭州湾新区 管理委员会、围海建设集团、杭州湾新

区海涂围垦开发有限公司、阿伍渔业、慈溪市阿伍渔业专
业合作社（9:00-11:30），揽月苑部分地区、试验小学（9:
00-16:30）

4月11日 星期三
杭州湾新区 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杭州湾滨海

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阿伍渔业、
杭州湾新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上海绿地建设有限公司、
江苏省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同力建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9:00-11:30）宁波世纪金源购物中心开发有限
公司（9:00-16:30）

4月12日 星期四
杭州湾新区 世亚燃气、宁波佳明鑫珲铜业有限公

司、奇胜、美奥专变、金慈路 2 号箱变、赛福特专变、宁波
新宝工业、金慈路、澳鹰数字厨具、新东村部分地区、八塘
江中兴路闸口变、宁波东创置业、铁塔专变、中大创远精
密传动设备、新帆用品（14:30-16:00）管理委员会（9:00-
16:30）

4月13日 星期五
杭州湾新区 观澜苑部分地区（9:00-16:30）下一灶

村部分地区（8:00-15:30）
4月14日 星期六
杭州湾新区 庵东城网改造部分地区（7:30-15:00）

宁波供电公司
网址：95598.zj.sgcc.com.cn

计划停电预告

2018 宁波 （醉美樱花） 国际女子半程马拉松赛将于 2018
年4月14日上午8:30-11:30，在海曙区章水镇举行，为确保比
赛安全顺利举办，维护道路交通安全，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三十九条规定，决定在此期间对相关
活动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2018 宁波 （醉美樱花） 国际女子半程马拉松赛线路
和行进方向：

章水镇皎口水库大坝 （起点） →荷梁线→童家村→王岙
→童皎大桥→湿地公园 （欢乐跑终点） →北山村→细岭村→
密北线→密岩村→西山阁宾馆 （约21公里）。

二、交通管制措施：
（一） 根据活动进程，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活动线

路及周边道路采取滚动式分段、错时等方式实施临时双向封
闭通行等交通管制措施。

（二） 2018年4月14日上午8:15-9:30往中村、童皎方向的

车辆禁止驶入荷梁线，受限车辆绕行密北线；9:30—10:15 往
杖锡方向的车辆禁止驶入密北线，受限车辆绕行荷梁线—细
童线 （细岭至童皎）；9:30—10:30杖锡往中村、童皎方向车辆
禁止驶入细童线 （细岭至童皎），受限车辆绕行密北线；9:
30—10:30 杖锡往宁波方向的车辆禁止驶入密北线、细童线

（细岭至童皎）；10:30—11:30杖锡往宁波方向的车辆禁止驶入
密北线，受限车辆绕行细童线 （细岭至童皎）。

三、沿线单位和广大群众，请根据交通管制措施公告提前选
择合适出行线路，避免影响和耽误正常工作和生活。受限车辆、行
人应按照现场交通指示标志及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疏导。

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对本次赛事期间所采取的交通管
制措施给予理解和支持，并自觉服从管理和指挥。

宁波市海曙区章水镇人民政府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2018年4月4日

2018宁波（醉美樱花）国际女子半程马拉松赛期间
对相关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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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周琼 通讯员任
社） 企业努力发展，不裁员或少裁
员，让职工有稳定的就业岗位，就
可以获得稳岗补贴这一政策红包。
昨日记者从市就业管理服务局了解
到，2017 年度企业稳岗补贴申报
受理工作已经过半，截至上月底，
全市已成功申报企业 1995 家，可
享受补贴 1469 万元。符合条件的
企业，别忘记及时申报领取。

“通过稳岗补贴，我们实实在
在得到了实惠，同时也看到政府对

企业的关心。”宁波新海建设工程
材料测试有限公司经理王宾这样告
诉记者，“我们公司已经连续两年
享受稳岗补贴，补贴用于员工的培
训以及其他各类费用支出，员工业
务水平得到了提高，职工队伍也更
加稳定了。”

为鼓励企业稳定就业岗位，我
市 从 2015 年 起 推 出 稳 岗 补 贴 政
策，符合相关条件的企业可获得的
稳岗补贴，为申报年度企业及其职
工 实 际 缴 纳 失 业 保 险 费 总 额 的

50％。这笔补贴款主要用于职工生
活补助、缴纳社会保险费、转岗培
训等相关支出。到上月底，全市已
有 1995 家企业成功申报，其中网
上 申 报 企 业 1558 家 ， 占 比 达
78%，网上申报企业数创历年新
高。

记者了解到，为了方便企业申
报这项补贴，企业相关工作人员，
除前往企业工商营业执照上住所所
在地的就业管理服务机构现场申报
外，还可以通过“甬派”客户端查

询是否符合申报条件，登录宁波就
业创业网可以进行网上初审及申
报。要着重提醒的是，申报截止时
间为4月28日。

据悉，自 2015 年稳岗补贴政
策实施以来，申报企业家数和补贴
额度逐年递增，推动了预防失业

“关口”前置。2015 年至 2017 年，
我市已累计发放稳岗补贴 8362 万
元，惠及企业 6933 家次，切实减
轻了企业负担，助力企业稳定岗
位。

不裁员少裁员企业速领稳岗“红包”
申报截止时间为4月28日 本报讯 （记者项一嵚 通讯

员吴晓琳 江豹彪） 清明小长假
期间，位于奉化区岳林街道的炒
货市场征收工作指挥部依旧在
加班加点。拆除完 7000 多平方
米的老旧建筑，又忙着清理现
场。过几天，这里将移交给相
关部门，改造为一处临时停车
场。今后，这里也将成为奉化旧
区改造项目的一部分，进行改造
升级。

逛逛炒货市场，买点零食玩
具，曾是奉化市民茶余饭后的一
大休闲方式。撤市设区后，奉化
亟待提高城区建设品质，升级城
市商贸业态。而且，奉化炒货市
场存在“线乱拉、棚乱搭、道乱
占”等现象，多年来被列为市级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进进出出的
小货车、小皮卡、小三轮，也对
周边造成了巨大的交通压力。上
月20日，这里全面关停，21日起
开始拆除。

作为浙东地区最大的炒货市
场，奉化炒货市场有 263 户摊位
使用权人和 267 位经营户，去年
12月 28日至今年 1月 31日，他们

的签约率达到 100%。“因为具体
位置不同，最好的摊位年租金超
10 万元，最差的不过 2000 元。”
炒货市场征收工作指挥部负责人
说。经过现场走访，指挥部了解
到，奉化炒货市场的房产证和土
地证均属于某国有公司，在集
资建市场时，263 户摊位使用权
人所出的资金相同。因此，炒
货市场征收工作指挥部请来了
专业的第三方评估公司，对整
个 市 场 摊 位 的 总 价 值 进 行 估
算，再以平摊的方式将补偿款发
放给每户摊位使用权人，确保

“一碗水端平”。
一些做了多年生意的老经营

户对这里充满感情。但他们也认
识到，2000 年以来，各类专业
市场、大型超市、城市商业综
合体在奉化不断崛起，再加上
电子商务的发展，奉化炒货市
场的生意确实大不如前。3 月 20
日，位于奉化区法兴路 501 号的
综合商贸城开业，110 多位从奉
化炒货市场搬迁至此的经营户看
中了这里更便捷的交通和营业条
件。

浙东最大炒货市场退出历史舞台

奉化炒货市场关停清场

本报讯 （记者黄程 通讯员
王永春） 前几天，余姚市区好几
个地方的最高气温突破 30℃，恍
如夏天；可是转眼冷空气来袭，
四明山区又出现了霜冻。昨天早
上，笔者在四明山镇看到，洁白
的霜铺满了田野，盛开的樱花在
霜晶的装扮下显得晶莹剔透。

这样“冰火两重天”的奇特
天气，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上个
月，这里还曾下过一场雪。四月份
还出现霜冻，山区群众也表示很罕
见。据了解，一般情况下，出现霜的
时间会持续一两天。从气象预报上
看，天气已经渐渐暖和，明后两天
四明山地区的气温也将回暖。

罕见！
四明山四月出现霜冻

本报讯 （记者徐欣 江北记
者站张落雁 通讯员谢斌） 近期
甬城晴多雨少，春暖花开，踏青
休闲正当时。登山踏青游、赏花
赏春游、特色体验游成为市民的
主要选择，短途游催热江北旅游
市场。

清明期间，北山游步道吸引
游客近 2 万人，激活了沿线村庄
的农家乐。滕头生态酒店、保国
寺桂苑小厨等农家乐经营收入比
平时翻一番；民宿客房爆满，慈
舍、老樟树、素心别院等民宿入
住率均为100%。

随着桃花、樱花、梨花、油
菜花、杜鹃花竞相开放，绿野山
居景区举办“宁波国际樱花节”，
三天累计接待游客 1 万多人次。
融创意农业、休闲旅游、民俗演
艺、童话世界、田园社区五大核
心功能为一体的城市田园综合体

“达人村”，举办首届田园趣味嘉
年华活动，以其盛开的 300 亩油
菜花和乡趣项目吸引了大批游
客，三天累计接待游客近 2 万人
次 。 日 湖 公 园 的 3 万 余 株 郁 金
香、荪湖的冰岛虞美人花海、慈
城镇杨陈村的“花海稻香”等赏
花主题游线路同样吸引了不少游
客。

特色活动丰富多彩。保国寺
景区推出“春风十里，艾香作
伴”和“满山春色，插花体验”
2018 清明节系列手工活动，游客
可以学习插花技巧，制作花艺作
品，一起诵古诗、品青团、玩游
戏，体验清明时节的民俗民风。
绿野山居举办采茶活动，体验茶农
的生活。“达人村”举办了乡村障碍
赛、乡村投篮、跳大绳等趣味活动，
让游客参与捏面人、剪影、做青
团等活动。

登山踏青游、赏花赏春游、特色体验游

短途游持续发力催热江北旅游市场

“达人村”成为宁波短途游新目的地。 （徐欣 谢斌 摄）

本报讯 （记者沈孙晖 通讯
员肖芸芸 吴宙洋） 全域旅游风
正劲。清明小长假，象山累计接
待游客18.95万人次，旅游经济收
入达 1.16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0.17%和 12.62%，其中自驾游散
客占一半以上。

清明期间，象山影视城踏青
节打造的“影视揭秘之旅”“国学
研学之旅”“艾味 DIY 之旅”三
条精品游线成为亮点，涵盖千人
汉服国学会、少女及笄礼、花田
赏花游等多个系列活动。值得一
提的是，该景区还推出汉服主题

周免票活动，吸引了一大批游客
穿汉服体验游玩，成为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此外，松兰山旅游度
假区举办第三届风筝节，中国渔
村推出青春告白季之喊海、抛鱼
入网互动游戏，中国海影城举行
穿越美拍、限时传奇樱花屋等踏

春活动，备受游客青睐。
乡村旅游持续升温。“祭祀+

乡村旅游”成为清明小长假游客
的主要过节休闲方式，祭扫、踏
青、赏花、采摘一并“发力”。
其中本地游、周边游需求最为
旺盛，像墙头镇舫前村新打造
的欢乐农庄，吸引了众多家长
带孩子前往体验田园之乐。三
天假期，象山县乡村旅游接待
游客 4.23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391万元。

小长假象山旅游吸金1.16亿元

本报讯（记者冯瑄 通讯员谢
小诚）“ 环 保 设 备 上 马 了 ， 要

‘会’用，用得‘好’，污染物处理
才彻底。”日前，“环保督政问企”
小分队来到象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在相继走访了宁波海硕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等企业后，环保专家现场为
企业主“开处方”。

除了环保设备“用得不好”，
不少企业主由于对新的相关环保法
律法规“不了解”或“完全不知道”，
导致企业屡屡被投诉，或存在“部分
项目未批先投”“久投未验”等情况。
小分队负责人表示：“此次行动的主
要目的是服务企业，我们先帮企业
指出问题，后续‘回头看’发现未及
时整改的，会依法追究。”

“吃透说明书，废气处
理才会有效果”

走进象山某光学膜企业厂区，
小分队队员闻到了异味。“你们马
上仔细检查一下设备，肯定存在废
气无组织排放的情况。”环保专家
对该企业负责人说。

记者在现场看到，该企业使用
了 RTO 废气处理设备。小分队人
员发现该设备废气实际处置温度为
782℃。环保专家表示：“一般来说
RTO 废 气 处 理 设 备 实 际 温 度 要
850℃左右，有机废气才能达到一
定处理效果。”这位企业主坦言：

“这 个 说 明 书 上 有 的 ， 平 时 没 注
意。”随后，该企业工作人员立刻
前往车间调高设备温度。

“吃透说明书，废气处理才会
有效果。”小分队负责人建议，要

在废气处理设备旁设置一个操作说
明牌，内容可以包括燃烧设定温
度、实际设定温度等，这样可以让
实际操作人员一目了然，污染物处
理也可以更彻底。

为企业主现场解惑答疑

宁波海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
生产氨基酸为主，因为废气污染曾
遭遇环境投诉，其新厂房要再过三
四个月才能投运。“我们去的是该
企业的老厂，几乎处于停运状态。
企业主一见到我们，就开始询问有
关 建 设 项 目 环 保 验 收 程 序 的 问
题。”环保专家当即为企业主解惑
答疑：企业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
进行自主验收，或找第三方机构进
行验收，验收完成后需要在相关网
站进行备案，填写验收报告与验收

意见。
环保专家特别提醒企业：“建

设项目环保验收的期限是 3 个月，
最多不能超过一年，否则就是‘久
投不验’，是要依法受到处罚的。”
随后，该企业主又询问“能否增加
一个品种的产品生产”。环保专家
表示，此类情况“无需再进行环
评，只需要第三方进行技改环评就
可以了”。

宁波宝信化纤有限公司因废气
排放不规范，一年遭遇四五次环境
投诉，为此，该企业正在进行废气
处置设施整改。现场，环保专家在
查看了企业设施整改试运行情况
后，发现该企业还存在“部分项目
未批投产”的情况。“我们将新的
环境保护法规给企业主进行了详细
讲解，他们表示会尽快整改。”环
保专家对记者说。

“环保督政问企”走进象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环保设备用得‘好’，污染物处理才彻底”
“美丽宁波”环保在行动之
“环保督政问企”进行时

环保小分队在一家新材料企业了解设备运行情况。 （冯瑄 摄）

图为霜冻景象。 （王永春 黄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