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市网络民生服务平台——
中国宁波网民生e点通2018年度第
一季度问政榜单上周出炉。平台共
汇集网友咨询、投诉、建议 8873
条，平台有效受理率达到97.57%。

据统计，综合考核得分前三强
排名为海曙区、市公安局、市教育
局；接帖数排名前三为鄞州区、海
曙区和市公安局。市商务委、市人
民检察院、人行市中心支行、市残
联、大榭开发区管委会、市审管
办、工商银行、市红十字会、市安
监局、市总工会、市统计局、市质
监局、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市妇
联、市供销社等 15 家单位的绿灯
亮灯率达到 100%，即对所有网友
帖文做到了3个工作日内回复。

有欣喜但也有遗憾。统计发
现，市流管办、宁波海事局、中
国农业发展银行在帖文受理与回
复上的红灯率 （超过 5 个工作日

未回复） 达到 100%。而所挂“红
灯 ” 数 最 多 的 是 余 姚 市 、 江 北
区、市人社局，至今仍未给予网友
回复的超期帖文分别有 34 条、31
条、21条。

综合今年第一季度网友最关心
的政策问题，中国宁波网民生 e 点
通整理汇编了《在宁波做这些事都
是免费的，你知道吗》《用配套服务
留住人才，宁波还有这些人才政策》

《纯干货！宁波二手房水电煤气等过
户攻略》《同学区换房，落户时间会

“清零”吗？》《买了学区房也不一定
是“一表生”收好这份“学籍提醒”》
等热点专题。若您想获取这些实用
资讯，欢迎扫一扫文末二维码关注

“宁波 e点通”官方微信，并发送“问
政咨讯”获取链接。

2013 年 9 月 26 日，宁波市网
络民生服务平台——中国宁波网民
生 e 点通正式上线。4 年多来，越

来越多的市民朋友喜欢到这个平台
上来发发帖子，问一问在自己衣食
住行中遇到的困惑，叨一叨对宁波
城市发展的意见与建议。截至上月
底，平台汇集的网友问政帖已有
13.5 万余条，部门有效受理率从
2014 年 的 95％ 上 升 为 2017 年 的
98.81％以上；平台日均点击量从
2014 年的 25 万余人次跃升为 65 万
余人次；宁波日报报网“小 e 帮忙
团队”已跟进民生热点问题 5079
次，递交各类舆情报告近千期。一
大批民生老大难问题在平台值守部
门、重点民生企业、专家志愿者团队
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有效解决。

为了让网友提交的各项咨询、
投诉与建议得到及时回应，在平台
成立之初，我市特别出台了《宁波
市网络民生服务工作监督考核实施
办 法》（甬 党 网 管 办 〔2013〕 6
号）（以下简称《实施办法》），对

在线值守的 116个职能部门的网友帖
文受理率、回复率、网上政务信息发
布量、网络问政长效机制建立情况、
突发事件处理情况等进行统计与考
核。《实施办法》 要求，各部门在线
值守人员要在 24 小时内受理网友帖
文 （遇节假日顺延），5 个工作日内

（含） 对网友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进
行受理并回复。

平台实行三色“亮灯”制度。部
门受理网友咨询、投诉和建议后，3
个工作日内 （含） 给予回复的，标注
绿灯；3 至 5 个工作日内 （含） 回复
的，标注黄灯；超过 5个工作日未回
复的，标注红灯。 （张 枫）

宁波市网络问政第一季度榜单来了
●汇集网友咨询、投诉与建议8873条，有效受理率97.57%
●海曙区、市公安局、市教育局综合得分位列前三强
●余姚市、江北区、市人社局：86条网友诉求已超期，盼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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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地区
海曙区
市公安局
市教育局
市交通委
北仑区
高新区管委会
镇海区
东钱湖管委会
市轨道交通指挥部
慈溪市
市规划局
市经信委
市住建委
市气象局
宁波海关
市民政局
奉化区
宁波检验检疫局
市民族宗教局
东部新城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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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地区
鄞州区
海曙区
市公安局
市交通委
江北区
市教育局
市人社局
北仑区
奉化区
镇海区
市住建委
市卫生计生委
高新区管委会
宁海县
东钱湖管委会
市规划局
余姚市
市轨道交通指挥部
慈溪市
市中级人民法院

受理帖文数排行（前20）综合考核排行（前20）

又一批网友关注的围挡问题
最新进展来了！

近期，广大网友纷纷通过中
国宁波网民生 e点通问政平台等
途径反映与围挡相关的身边城市
建设问题。为此，市环境整治办与
市国土局、市城管局、市交通委及
各区县（市）一起，已通过宁波日
报、中国宁波网、甬派等媒体公布
了四批部门回复。今天，本报和中
国宁波网再次对部分投诉的最新
整改情况予以公布，欢迎大家一
起跟进监督，并继续曝光。

市环境整治办表示，将继续
与媒体合作，发挥新闻舆论和社
会监督的作用，营造全民动员、全
民参与、全民监督的氛围，继续加
大整治力度，提速宁波人居环境
改善。

每次都回复就要开工了
华润万象城真的开建了
吗

网友“ekrwell”：再三投诉，
空置的华润万象城近期终于多了
几台桩机。现在是真的开工，还是
装装样子？

江北区整治办：工程超市部
分已于 2017年开工，目前正在进
行主体施工；项目的商业 MALL
区域，华润集团正在全力进行设

计方案优化，目前处于方案报批阶
段，也将于近期开工。为推进项目加
速，江北区政府相关部门目前正全
力通过协调、执法督查等手段进一
步倒逼企业加快开发速度。

静卧十年无动静
维多利亚广场何时复工

手机尾号为“0096”的网友：汽
车城东侧维多利亚广场烂尾楼静卧
十年了还是无动静，而且还用高墙
圈了起来，并占用了大半人行道，硬
生生把本来就拥挤不堪的小路“削”
去一半。试问还要再等多少年？接下
去如何处理？

鄞州区整治办：目前土地已经
摘牌（陆家置业有限公司）。由于桩
基施工已有 10年，现在需要质监部
门进行专业检测，检测没有问题后
才可复工；图纸修改也在同步进行
中。项目争取今年年底前正式动工。

野草真的很高了
5号线院士路站何时开建

网友“缥缈峰”：院士路站施工
场地内的树木挖掉都快半年了，里
面野草都长了好高，可除了围挡以
外没有任何开工迹象。请问，这里什

么时候开工建设？
宁波轨道交通集团整治办：因

5号线院士路站车站主体位于院士
路西侧，占原有道路三分之二，且道
路下方管线众多，涉及综合通信、电
信、电力、燃气、给水、雨污水等，开
工前需将管线进行临时改迁，故周
期较长。目前，管线改迁基本完成，
交通疏解也已完成，计划本月底正
式开工建设。

江北实验小学西校区外
围挡何时拆除

手机尾号为“4359”的网友：江
北区清江路和江北实验小学西校区
之间的项目完工后，西边工地的围
挡一直存在。附近全是居民小区，还
有学校，工地里乱堆乱放严重影响
环境，更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因工棚
高度过高对视线有遮挡，从西校区
左转清江路时经常会发生交通事
故。本人亲眼所见已经有两三起事
故，还有人受伤。学校门口本来就应
该禁止建设工棚，严重影响学生学
习和出入。

江北区整治办：经核实，该处围
挡部分为清河商贸中心工程项目部
场地的临时围挡，目前该工程已竣
工，后续场地将移交市政前期办实
施的环城北路拓宽改造工程项目部

使用，市政前期办承诺在工程结束
后立即按要求恢复原状。乱堆乱放
问题存在于围挡内部，已要求责任
单位立即整改，做好项目部内外环
境保护工作。

市政前期办：由于环城北路现
状市政基础设施老化，交通拥堵严
重，且轨道交通建设造成道路路面
破损严重，交通组织混乱，通行能力
低下，道路升级改造迫在眉睫。然而
环城北路改建工程（姚江大桥—人
民路）地处市中心，道路两侧实在没
有空闲场地作为项目部临时办公和
生活用房，经与江北区城管及甬江
街道等相关部门协商后并办理了相
关手续，在现状皇后大道售楼处租
用约 100平方米的用地搭建临时办
公用房，待工程结束后立即拆除施
工用房并按要求恢复原状。为推进
项目的顺利实施，请予以谅解和支
持。

下应北路景观提升
为何到现在还没完工

网友“gjm0574”：下应北路因街
景提升工程，目前只剩下一条机动车
道可用。从招标公告来看，该工程工期
为120天，怎么到现在还没完工？

鄞州区整治办：下应北路景观
提升工作计划于4月底完工。

星悦城项目推迟动工
理由太轻描淡写

网友“yuyiping1960”：海曙区
整治办关于星悦城项目推迟动工
的理由，太轻描淡写了。能否再详
细一点？

海曙区整治办：宁波星馨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于 2014 年拿到宁
波原汽车南站地块后立即进入项
目的方案设计、报批等阶段，项目
现场为 2016 年初正式动工。2016
年 8 月决定提升星悦城项目品质，
因此对项目进行了重新规划：将
商业部分的地下室两层结构变更
为地下室三层结构、外立面形象
品质升级。因原桩基工程已经完
成，需再进行补桩工作，难度极
大，工期有所延迟。经各方努力项
目已于 2017年 3月初复工。因区域
位于城市中心，地下室挖土施工
进展较慢。目前现场各项工作正
有序展开，现场情况如下：1、住宅
预计今年进入装饰施工阶段；2、
商业项目今年年底前完成地上结
构三层。

整个项目预计在 2020 年 9 月
30 日交付，在后期施工中，采取增
加人员、增加设备、合理调配工作
面等措施，加快工程建设，力争整
个项目提早投入使用。

格兰晴天北面拆迁地块
围而不建三年多

网友“米粉”：格兰晴天北面有
块拆迁地块，3年多了，潘火街道围
而不建，里面环境极其恶劣，存在
垃圾堆放、焚烧，开垦种菜问题，但
街道视而不见！

鄞州区整治办：针对该地块垃
圾堆放、焚烧、开垦种菜等问题，街
道已在市、区两级环卫部门支持下，
由市环卫处统一协调，对堆放垃圾
进行了集中清运，并全部清理完毕。
同时，打好了围挡，杜绝垃圾倾倒、
开垦种菜。

金达路小学地块
围而不建成了垃圾场

网友“slj777”：鄞州区金达路
与潘火路交叉口金达路小学地块规
划建设小学多年却围而不建，对周
围众多小区小孩的入学造成很大影
响。而且，现在该地块还成了垃圾
场，天气变热气味难闻。

鄞州区整治办：建设方案已经
公示，正在进行概算批复。

围上后种菜长草
江东欧尚西边已荒芜多年

网友“小米”：江东欧尚西边一
块空地围了数年，种菜长草，不知道
情况如何了？

国土资源局整治办：经调查了
解，该地块闲置主要与被征地村历
史遗留问题处置有关，我局正在抓
紧与有关部门对接做好办结等事
项，同时也在积极做好出让前期准
备工作，为下步出让打好基础。

南部商务区三期
卓安大厦是不是烂尾了

网友“43123”：南部商务区三
期卓安大厦工地里混乱不堪，没有
任何安全设施。请问什么时候复工？
什么时候做好安全设施？

鄞州区整治办：由于工程总包
中建五局与业主发生纠纷，双方分
歧很大，难以达成继续合作的和解，
目前区政府正在抓紧协调中建五局
退场、业主方重新招标尽快复工等
事宜。

骆驼海尚广场周边人行道
开挖很久还没有完工

网友“ALONSOJAZZ”：骆 驼
海尚广场周边沿街店铺前人行道开
挖很长时间了，怎么还没有完工？地
砖破坏严重！到时候怎么修复？乱糟
糟的，也没见几个工人在施工啊！

镇海区整治办：海尚广场周边
店铺至今未完工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安全方面，由于地下燃气管道
杂乱，故开挖较慢，现已全部开挖完
成；二是质量方面，回填部分需沉降
一段时间，等该部分稳定后，再浇筑
混凝土，恢复铺装。预计 4 月底至 5
月可全部恢复。

如果你身边还有围挡问题，欢
迎继续曝光：

1、登录中国宁波网民生 e点通
发帖；

2、拨打热线：81850000；
3、微信扫描本版二维码，关注

“宁波e点通”后直接发送图文。
（海 文）

又一批围挡问题网上投诉有了回复
请您一起跟进，并继续曝光

为进一步提升税务稽查执法水
平，近日，市国税第二稽查局组织开
展了税务稽查工作规范化专项检查，
及时查找问题，认真落实整改，从严
从实提升税务稽查的工作质效。

此次规范化专项检查重点突出规
范执法意识，对稽查选案、稽查检
查、稽查审理、稽查执行等 16 项工
作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排查。针对检查
发现的稽查业务统筹力度不强、检查
幅员深度不足、取得证据完整性不够
和稽查成果增值利用不充分等“痛
点、难点、堵点”问题，该局根据

“以规范促精准，以检查促改进”的
原则，要求稽查干部进一步强化稽查
执法的合法性和程序性，查深查透涉
税违法案件。同时，该局还积极保障
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促进规则平等和
尺度统一，从源头上提升税务稽查的
良好形象。

据悉，该局还将以税务稽查执法
规范化、标准化建设为抓手，着重推
进稽查成果增值利用，并通过“研讨
会”“案评会”等形式，增强税收执
法的针对性和预见性，以更好地完善
税务稽查工作的规范化运作，营造积
极良好、健康向上的税收执法环境。

（赵渟婷 夏芳）

市国税第二稽查局
规范化检查
提升工作质效

部门新措

巡访文明与不文明，争做宁波市文
明城市创建的“啄木鸟”和“报春鸟”！宁
波市文明创建市民巡访团再次纳新啦。

2016年8月7日，在宁波市文明办
的指导下，由宁波日报报业集团通过公
开招募组建，并在宁波市81890志愿服
务中心正式注册的志愿者团队——宁
波市文明创建市民巡访团开始试运营，
并于当年11月正式成立。

一年多来，巡访员们对照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标准，克服困难，像“春风”一
样扫遍宁波市大街小巷，用“尖喙”“亮
嗓”“热心”紧盯着城市文明细节，并锲
而不舍地推动问题整改。至今，70余位
巡访员已提交报告近 2200 份，其中
90％以上的问题得到部门回应和有效
整改，为宁波市文明创建作出了积极贡
献。

有一种美好的期待，叫“文明”；有
一种温暖的称呼，叫“巡访员”。为更好
地推进市民巡访活动，我们需要有更多
的热心市民加盟，一起为宁波，为我们
共同的美丽家园，奉献赤诚之心。

报名条件：
1、常年居住、工作在宁波的各界人

士；
2、热心公益事业，具有强烈的社会

责任感和志愿服务精神；
3、有时间从事各类志愿巡访活动；
4、具备一定的社会活动经验和政

策水平；
5、身体健康，能胜任户外任务；
6、沟通表达能力较强；
7、能熟练使用电脑、智能手机及网

络通信工具；
8、年龄为18周岁至65周岁；
9、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道

德模范、劳动模范、优秀志愿者、社区工
作者以及有相关工作特长的人员优先。

报名方式：
1、扫一扫本版二维码，发送“巡访

员”获取报名链接，根据提示填写报名
表；

2、拨 打 报 名 热 线 ：81850000。
（张 璐）

宁波市文明创建
市民巡访团纳新啦

宁波市鄞州蓝青小学是宁波日报报业

集团、宁波天工实业和鄞州蓝青学校一起

创办的一所高端非公办背景下的民办小

学，由鄞州区教育局直管。学校占地面积

约90亩，建筑面积5.4万㎡。

蓝青小学秉承“夫唯大雅，卓尔不

群”的办学理念，扎实践行“把孩子放在

正中央”的办学主张，打造“阅读与运

动”两大特色，努力培养品行端正、学力

扎实、身心健全、志趣高雅、勇于创新、

善于相处的蓝青学子。

一、报名条件
1.家长能认同学校的办学理念。

2.身心健康的适龄儿童（2011年9月

1日—2012年8月31日出生）。

二、报名办法
通过蓝青小学微信公众号报名。

三、报名时间
2018年4月16日—4月18日。

四、招生计划
2018学年招收6个班，每班不超过40

人。

五、录取办法
报名截止时间为4月18日24:00，面

谈时间自4月19日起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

安排面谈，具体时间以电话通知为准。录取

查询请关注蓝青小学微信公众号。

六、收费标准
学费30000元/学期（暂借校区办学期

间25000元/学期），其他费用另计。

七、联系我们
1.报名咨询电话：

0574-88056767

0574-88067878

2.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宁波市鄞宁波市鄞州蓝青小学州蓝青小学

20182018学年学年招生简章招生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