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NINGBO DAILY要闻
2018年5月30日 星期三
一版责任编辑/陈 达
二版责任编辑/李国民

拉高标杆扬长补短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

本报记者 徐展新

公共服务改进一小点，就能赢
得民心一大片。自我市3月14日印
发《宁波市深化公共服务窗口单位
文明创建活动总体方案》以来，全
市各级政务服务类、社会服务类、
经济服务类窗口单位是否开始行动
并执行到位？这些服务市民的一线
场所能否实现“环境美、秩序优、
服务精、氛围浓、评价好”的目
标？为此，记者随同市抓落实专项
办工作人员进行实地调查。

走进宁波市车管所的办事大
厅，三名穿戴整齐的导服人员热情
地迎了上来，第一时间了解业务办
理需求，然后介绍所需材料，避免

市民“反复跑”或“空跑”。此
外，每个服务窗口都配备了操作便
捷的终端机，既能生成电子表格，
便于市民电子签名、提高办事效
率，还能显示二维码接受市民扫
码 支 付 ， 市 民 无 须 填 写 多 张 表
格，也不用排队现金付款。“我们
正致力于实现窗口支付方式的多
样化和便捷化。如果市民不愿意
扫 码 支 付 ， 工 作 人 员 可 以 提 供
POS 机，现金支付窗口也保留着，
以备不时之需。”车管所所长吴元
章表示。

中国农业银行宁波市分行和宁
波国家电网智能营业厅则在“优化
体验”上下足了功夫。前者在大厅
内开辟两个“书港”区域和一个儿

童娱乐区域，方便市民来此休息、
阅读、娱乐；后者在大厅门口摆放
了用于安置宠物的笼子和可供借用
的便民伞、伞袋机、便民服务箱。
如果遇到残障人士和带着婴幼儿前
来办理业务的市民，营业厅还能提
供爱心童车和爱心轮椅，做到“服
务精”和“秩序优”。

力行改革之后，窗口单位业务
办理、投诉处理的效率明显提高。
兴光煤气和国家电网的办事窗口已
进驻市行政服务中心，市民可以在
办理购房或二手房交易过户业务的
同时办理电气过户业务，无须往返
多个营业厅。鄞州行政服务分中心
则建立完善的投诉处理机制，在醒
目位置安装了投诉信箱，并写明举
报流程和举报方式。

然而，宁波“文明窗口”的建
设并非一帆风顺。记者注意到部分
窗口单位仍存在环境脏乱、标识摆
放不齐全、服务机制不完善等问
题。中午 11 时 30 分，李惠利东部

医院门诊大厅的自助挂号机旁没有
配备导服人员，综合服务中心也无
人值班，导致不少市民在操作机器
时遭遇困难，无法得到帮助，询问
保安后被告知“导服人员下午 1时
45 分上班，午休期间无人在岗”。
中国人寿大厦办事大厅的导服台也
空空荡荡，且未在大厅内设置学雷
锋志愿服务专业岗位、摆放禁烟标
识。邮政储蓄银行百丈路江东支行
则存在杂货堆积如山、大量桌椅闲
置且布满灰尘的现象，与“环境
美”的要求相违。

此外，宁波火车站窗口还存在
只开“半扇门”现象，14 个人工
售票窗口仅半数开放，窗口前却大
排长龙，部分市民排队时间已超过
20 分钟。面对质疑，宁波车务段
党总支书记徐峰表示，如果排队超
过警戒线，服务人员会引导市民到
自助机买票。当记者追问“人工窗
口为何不增开”时，对方则保持沉
默、不予回答。

市抓落实专项办明察暗访窗口单位

宁波“文明窗口”建设成效几何？
本报讯（记者陈敏） 本报

昨日刊登了《120 被楼房推销
电话打爆了》，受到市住建委的
高度重视。昨日下午，我市住建
部门约谈拨打骚扰电话的房产
开发企业负责人，要求立即停
止这一骚扰行为，责令限期整
改，并处以暂停网签、延缓发放
预售许可证等相关处罚措施。

今年 4 月以来，120 被楼
房推销电话打爆了。据统计，
今年 4 月份至 5 月下旬，市急
救中心 120接到推销电话 1600
多 个 ， 最 多 一 天 接 到 90 多
个。市住建委获悉后立即对接
市通信管理局进行核查。

经查实，楼盘推销电话涉
及 5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分别
是：宁波中体万融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宁波市宁丰三盛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宁波中青创
文化广场开发有限公司、宁波
恒一广场开发有限公司、宁波
景煌置业有限公司。

为此，市住建委严肃查处

上述企业电话推销扰民行为，自
昨日 16 时 30 分起，对正在申请
预售的楼盘延缓发放预售许可
证，对正在销售的楼盘立即停止
网签。同时，要求属地住建部门
加强楼盘销售管理，全市房地产
开发企业开展自查自纠，引以为
戒，规范销售，杜绝此类事情再次
发生。对于涉及的相关楼盘，公安
和通信部门将作进一步处理。

市住建委昨日公布了这五家
企业和住建委监督电话，欢迎社
会各界监督。涉及楼盘监督投诉
电话：宁波中体万融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13957809122；宁波
市宁丰三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87977691；宁波中青创文化广场
开发有限公司：26895070；宁波
恒 一 广 场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
56888777、87225999；宁波景煌
置业有限公司：4008265353。另
外，宁波市住建委信访投诉电
话：89180576。

据悉，江北警方接到报警
后，也已介入调查。

《120被楼房推销电话打爆了》后续——

市住建委严查
售房电话骚扰行为
5家房地产开发企业被处理

朱晨凯

120 被严重骚扰，市急救
中心相关工作人员反映，从今
年 4月份开始，楼盘推销电话
暴 增 ， 最 多 一 天 接 到 90 多
个。4 月至 5 月下旬一个多月
来，120共接到 1600余个楼盘
推销电话 （5月28日中国宁波
网）。

面对这种推销电话，120
工作人员是很无奈的。如今销
售电话往往是软件拨打，每次
号码不同，在不能识别的前提
下，不接，担心遗漏真正需要
救助者的电话；接，最多一天
90 多个的量，不仅让真正的
救助者打不进，也会耗费接线
工作人员不少时间与精力。

保证 120畅通，维护的是社
会公共利益，没有人能置身事
外。化解 120 被恶意骚扰的无
奈，除了希望相关行业和个人自
律，更重要的是管理部门能够

“不无奈”，及时出台应对之举。
电信运营商应切实执行号码实名
制，房地产主管部门则加强行政
管理，根据推销内容追溯“始作
俑者”，倒逼房产商规范自己的
营销行为。推销电话打进 120，
尤其是软件拨打的行为，显然不
是“无心之过”，而是恶意拨打
和骚扰，侵占公共资源，涉嫌违
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故意扰
乱公共秩序的相关条款，执法部
门应及时跟进，依法处理，警示
后来者。

除了推销电话，打进 120的
“无效电话”多的现象也应引起
重视。每个人都应清楚，120 是
一种公共资源，任何人不能肆意
占用，这是基本常识和规范。

化解120
被恶意骚扰的无奈

本报讯 （记者张昊） 前日，
市志愿服务工作委员会召开全市
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推进会，学
习贯彻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
推进会精神，总结工作，交流经
验，部署任务，推动学雷锋志愿
服务深入发展。

近年来，宁波学雷锋志愿服
务加强顶层设计，搭建服务平
台，创新方法载体，志愿服务的
社会认同不断提升，参与规模不
断扩大，服务领域不断拓展，制
度机制不断完善，宁波特色的现
代志愿服务体系框架初步形成，
开创了志愿服务工作新局面。今
年，“红领之家”陈军浩、81890
志愿服务中心、慈溪市虞波社
区、鄞州区春城社区被评为全国
志愿服务“4 个 100”的典型。
这些闪烁着雷锋精神时代光芒的
先进典型，是我市志愿服务的骄

傲和“爱心宁波”的动人名片。
会议指出，推进学雷锋志愿服

务，要更好顺应新时代新要求，着
眼新形势新任务，大力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足宁波

“爱心城市”的沃土，强化志愿服
务工作的参与意识，不断拓展服务
领域和内容，更好助力新时代文明
之城建设，使志愿服务在提升人民
群众文明素质、提高社会文明程度
上发挥独特作用，创造鲜活经验。

会议强调，推进学雷锋志愿服
务，要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六争攻
坚、三年攀高”的决策部署，以

“岗位化、专业化、社会化、网络
化”为方向，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
作和民生福祉，进一步强化组织领
导，健全工作机制，完善 We志愿
平台，发挥专委会作用，推进各项
工作有力有序有效落实，推动宁波
志愿服务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

我市部署
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
推动宁波志愿服务走在全省全国前列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虞南） 阴云密布，阳光难觅。
昨天，市区最高气温为 27℃，
体感较为舒适。受到暖湿气流和
弱冷空气影响，从昨夜起，甬城
开 启 降 雨 模 式 ， 今 明 两 天 将

“泡”在雨中。
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

明两天江南华南有较强降雨，
贵州、重庆东部、江南大部和
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
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

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
流天气。

根据预报，今天白天局部中
雨；今天夜里到明天上午中到大
雨，局部暴雨；明天傍晚前后雨止
转多云。6月初，甬城将迎来一段
晴好天气。

气象部门提醒：近期气温总体
较舒适，个别地区有些闷热，雨水
频繁，请大家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
和强对流天气可能带来的不利影
响。

今明两天甬城“泡”在雨中

本报记者 包凌雁 张 燕
通讯员 王汝妃

汽车驶过青林湾大桥，市民观
察员纷纷沿姚江远眺，宏伟别致的
建筑群出现在眼前。“上下班每天
经过奥体中心，眼看它从无到有，
今天总算有机会见一见‘庐山真面
目’啦。”还未到奥体中心，市民
观察员早就“心向往之”。

这座让宁波市民翘首以盼的
体育“巨轮”位于江北区洪塘街
道，占地约 1590 亩，场馆设计充
分秉承宁波“三江汇聚、海纳百
川”的城市特质，采用“蝶舞江
畔、帆影碧波”的立意，利用向
心性的布局，建筑群犹如一支驶
向未来的船队，呈现百舸争流之
势。

“一期工程于 2015 年 9 月全面

开工建设，目前体育馆、游泳馆、
综合训练馆三大场馆单体工程正在
进行室内外精装修施工，预计明年
初能正式和市民见面。”宁波奥体
中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文
晖介绍。

三馆中的体育馆建筑体量最
大，流线型造型最为独特。一踏进
场馆，高空间、大跨度的建筑让人
眼前一亮。“工程钢结构最大跨度
达到 120 米，金属屋面将近 3 万平
方米，这在宁波建筑史上少有。”
项目经理董淑能如数家珍。他告诉
市民观察员，今后这里能容纳 1.3
万人同时观看比赛，是目前雅戈尔
体育馆的3倍。

如果说主体育馆为巨轮的“帆
影”，那么其他各馆如同巨轮划起
的“碧波”，既不喧宾夺主又与主
体育馆相得益彰。跟国际专业赛事

的配置一样，游泳馆内并列着一个
标准比赛泳池和标准比赛跳水池。
十米跳台采用了空间多曲面异型清
水混凝土结构，这也是我市第一个
专业跳台。同时，馆内还“贴心
地”配套一个标准训练池和一个儿
童嬉水培训池及一个约 4000 平方
米的健身中心。“在这里看比赛肯
定会有在‘水立方’的感觉。”市
民俞飞芬说。

“这么上档次的体育馆会对市
民开放吗？”“举行大型比赛车位够
停吗？”“除了体育赛事，还会有其
他活动吗？”……边走边看，市民
观察员的提问也越来越接地气。

“大家关心的问题我们都想到
了。”奥体中心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李俊杰先给大家一颗“定心
丸”，“奥体中心运营后将积极响应
国家推广全民健身的号召，落实全
民健身的惠民服务，比如户外公共
区域全年免费开放，开放时间每天
不少于12小时。”

据悉，为了发挥大型场馆资源
优势，以市体育局等相关政府部门
为依托，正在积极面向国内国际抛
出“橄榄枝”，吸引各类国际国内
体育赛事、演艺活动落户宁波奥体
中心。

为了让市民在奥体中心能享受
一站式健身休闲服务，奥体中心还
将引进各类辅助性配套业态，如美
式橄榄球、击剑、潜水等。肯德
基、星巴克等知名餐饮品牌，也在
积极洽谈中。

宁波奥体中心由宁波开投集团
建设、管理、运营“一手包揽”。
作为投资建设了宁波行政中心、文
化广场、中东欧会馆等一系列城市
地标建筑的国有企业，开投集团在
城市重大建设项目上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奥体中心项目将充分发挥
国有企业的机制活力，通过产业化
运作，打造成宁波市第一座集体育
文化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公共体育文
化综合体。”陆文晖说。

我市首座公共体育文化综合体明年初亮相
市民观察员第二站来到奥体中心

走进国企“六争攻坚”第一线

本报讯 （记者余建文
通讯员李传斌） 经过 5 天
800 海里的长途航行，前天
上午，悬挂彩旗的中国渔政
33203 船缓缓靠泊位于象山
黄避岙乡的宁波市象山港维
权执法基地码头，正式加入
海洋渔政执法序列。

该船装备了多套先进通
信导航系统，可随时与岸上
进行数据连接传输。船上配
有一门射程 80 米的水炮，
用于海洋执法和船舶灭火。
随着中国渔政 33203 船加入
一线执法，市海洋与渔业执
法支队的执法船增加至 7
艘。

图为船尾搭载的高速执
法艇。

（记者 余建文 摄）

中国渔政33203船入列海洋渔政执法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高培霞） 目前，由鄞州区首创的

“四点钟学校”经中央文明办推
广，已走向全国，被许多地方借
鉴。这是记者从昨天召开的该区

“四点钟学校”20周年座谈会上获
悉的。

20 年前，全国第一所“四点
钟学校”由白鹤街道紫鹃社区创
办，对解决城区双职工家庭孩子下

午 4时左右放学后无人监管问题进
行了探索。20 年后，“四点钟学
校”从“一枝独秀”转变为“百花
齐放”；从“纯托管班”转变为

“准少年宫”。值得称道的是，“四
点钟学校”的管理从过去的“粗放
简单”转变为“标准规范”，这有
效地促进了“四点钟学校”的良性
运作，还入选了浙江省标准化建设
优秀项目。

据了解，鄞州“四点钟学校”
的办学模式有 4种。第一种是场地
设在社区活动室内，实行全免费服
务；第二种是办在辖区学校内，全
部为托管班，对孩子的家庭作业进
行辅导和督促；第三种是既有托管
班，又有特色班，其中特色班实行低
收费；第四种全部为特色班。

据介绍，“四点钟学校”实现
了教育方式创新、民生问题解决与

孩子素质提升的有机统一，学生开
心、家长放心、社会称心。今年，鄞
州有1.5万余名学生参与，惠及1.5万
个家庭。20 年来，累计参加“四
点钟学校”的学生达18万人次。

“四点钟学校”已成为宁波文
明城市的一张闪亮名片和重要品
牌。目前，全国解决“孩子放学无
人监管”现象，基本采用由鄞州首
创的“四点钟学校”模式。

历经20年发展，办得让学生开心、家长放心、社会称心

“四点钟学校”已走向全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