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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修改 〈宁波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的
决定》 已报经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8 年 7
月 27 日批准，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
施行。

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8年8月16日

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十五届第九号）

宁波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
议决定对《宁波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第一条修改为：“为了防御气象灾害，保障人民
生命和财产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气象灾害防御条例》《浙江省气象条
例》《浙江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二、删去第十一条。
三、第十四条改为第十三条，将第二款中的“应当依

法事先征得气象主管机构的同意”修改为“应当依法事先
征得有审批权的气象主管机构的同意”。

四、第十五条改为第十四条，删去其中的“或者设施”。
五、删去第二十八条。
六、第二十九条改为第二十七条，修改为：“各类建

（构） 筑物、场所或者设施安装的雷电防护装置 （以下简
称防雷装置） 应当符合国家有关防雷标准的规定，并与主
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七、将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合并，作为第二十八

条，修改为：“依照国务院 《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第二十
三条第三款规定安装的防雷装置，应当经气象主管机构设
计审核和竣工验收。未经设计审核或者设计审核不合格
的，不得施工；未经竣工验收或者竣工验收不合格的，不
得交付使用。”

八、第三十二条改为第二十九条，修改为：“防雷装
置的使用单位应当做好日常维护工作，并委托防雷装置检
测单位进行定期检测。易燃易爆场所的防雷装置应当每半
年检测一次，其他防雷装置每年检测一次。”

九、第三十三条改为第三十条，修改为：“从事防雷装置
检测的单位，应当依法在资质许可的范围内从事检测活动。”

十、第三十四条改为第三十一条，修改为：“气象主
管机构应当加强对雷电灾害防御工作的组织管理，做好雷
电监测、雷电灾害调查鉴定，划分雷电易发区域及其防范
等级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有关部门应当在职责范围内，加强对建设工程设计、
施工、监理、检测、使用等单位的监督管理，确保防雷工
程质量安全。”

十一、删去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
十二、第三十八条改为第三十三条，修改为：“违反

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气象主管机构或者其
他有关部门按照权限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五万元以上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给他人
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防雷装置未经设
计审核或者设计审核不合格施工的，未经竣工验收或者
竣工验收不合格交付使用的；

（二） 无资质或者超越资质许可范围从事防雷装置检
测的；

（三） 在防雷装置设计、施工、检测中弄虚作假的。”
此外，根据本决定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并对个别

文字作相应修改。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宁波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
改，重新公布。

（《宁波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全文见第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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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珏 通讯员郑
拓） 在鄞州横溪亭溪岭古道附近，
有一处精致的房子，青瓦红墙，外
墙采用防腐木质，各色小花种在门
前栅栏上，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
远远看去，像美丽的小别墅点缀于
山野丛林中，不少游客惊叹：这居
然是一座厕所。

大到一条绿道，小到一间公
厕，按全域旅游示范区标准改造；
白岩山顶风车公路上，5间农副产
品交易木屋 8月底验收，对流动摊
贩进行统一管理提升游客体验；游
客中心的沉浸式影院也将在本月底
完工，届时游客能通过视、听、

嗅、味等，全方位感受横溪旅游的
魅力……

“鄞南福地”已经展开了全域
旅游的秀美画卷。横溪以建设品牌
景区、美丽乡村和精品民宿等为重
点，推进优势资源整合和配套服务
体系建设，提升乡村旅游品质。今
年上半年，全镇共接待游客34.2万
人次，同比增长 15.7%，实现旅游
总收入3150万元，同比增长14.9%。

即便是炎炎夏日，横溪乡村旅
游“高温”不减。上周末，骑行爱
好者童先生从市区来到横溪金鹅
湖，感受穿梭山水间的健身体验：

“在这里感受夜色清凉，晚风拂

面，是一天里最享受的时刻。”右
边青山巍峨，左边绿水荡漾，行走
在金鹅湖观光线，每一步都能看见
湖光山色最恰到好处的契合。不仅
如此，金鹅湖观光线串起酒埕岩景
区、朱金漆木雕艺术馆、特色水果
采摘基地，自 4月投入使用后这里
游人络绎不绝，新晋为网红“打卡
地”。

横溪村上街王家大屋门口，
400 多年历史的大宅院映衬在五颜
六色的花海中，古意新风交融中呈
现一幅美丽画卷。村里新造生态公
园已初具雏形，园内新建的绿色生
态停车场，将有效缓解旅游旺季停
车难问题。八月骄阳似火，横溪

“美丽乡村风景线”建设依然如火
如荼。“以‘全域旅游’思路建设
美丽乡村，从几处景点美到处处村

落景区美，推动乡村旅游向高品质
发展。”横溪镇党委书记陈贤富
说。在这条全长约11.3公里的“美
丽乡村风景线”上，游客既能纵情
山水间，更能体验当地的民俗和非
遗文化，全方位享受乡村旅游带来
的获得感。

镇域内一家家别具风情的精品
民宿为乡村旅游增添无限风情。横
溪在已有 5 家精品民宿的基础上，
推动民宿产业形成规模化发展。目
前，观心山舍、清塘民宿等两大民
宿综合体正在加速推进中。前者将
由一个闲置的茶厂改造而成，预计
10 月动工。清塘古村民宿综合体
项目集民宿群、主题餐厅咖啡吧等
多种业态，清塘村的“青山绿水、
田园野趣”转化为惠民共富的重要
产业。

横溪：灵山秀水中铺开全域旅游画卷
走进第二批乡村全域旅游示范区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实习生
徐丹青） 昨天上午，市教育局与市
场监管局、市消防支队、市税务
局、市物价局、鄞州区教育局等部
门前往世纪东方广场、金融硅谷两
地对民办校外培训机构进行联合突
击检查，这也是自 7月初以来进行

的第三次联合检查。在抽查的 11
家机构中，发现仍有 2家机构以教
育咨询机构之名行教育培训机构之
实，鄞州区教育局已对其发出停止
办学通知书。

本次检查主要围绕办学资质、
消防安全与收费程序等方面展开。

新出台的《宁波市民办非学历
教育培训机构审批与管理暂行办
法》规定：培训机构不得使用民用
住宅、地下室及其他有可能危及学
生人身安全的场所；培训场所所在
楼层不得高于 5层。本次抽查的位
于金融硅谷 10 号楼的民办教育机

构都在 14 楼及以上，显然不符合
新规，其中位于 14 楼的“天分教
育”与位于 21 楼的“南学国际”都
不具备办学许可证，属于非法办学。

总体来看，经过多部门两个月
的联合检查与整治，不合规范的民办
教育机构层出的现象已有所缓解。

多部门联合检查民办教育机构
抽查11家，发现仍有2家机构“挂羊头卖狗肉”

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通讯
员余燕玲） 自 8月初农业农村部
启动防控非洲猪瘟疫情Ⅱ级应急
响应以来，我市紧急部署，全面
开展疫情排查，强化生猪调运监
管，严防疫情传入。目前，我市
未发现非洲猪瘟疫情传入迹象。

8 月 3 日，辽宁沈阳出现国
内首例非洲猪瘟疫情。之后，
河南、江苏、温州也相继出现疫
情。

我市各级农业部门高度重视
非洲猪瘟防控工作，实行疫情排

查日巡查、日报告制度，日均出动
人力 400 余人次，做到养殖、屠
宰、无害化处理等各环节排查全覆
盖、一日一查、不留盲区盲点。全
市 485 个猪场 （户）、11 个生猪屠
宰场和 5个无害化处理场全部纳入
日巡查范围。

在严格排查疫情的同时，我市
进一步强化调运监管，严禁从辽
宁、吉林、黑龙江、河南、江苏等
高风险省份调入生猪及产品，屠宰
企业以“点对点”方式从省外规模
养猪场调运生猪。

我市全力防控非洲猪瘟疫情

目前未发现疫情传入迹象

记者 徐展新

8月25日，本报对海曙柳汀
花苑流浪猫扰民问题进行曝光
后，海曙区迅速行动起来，要求
相关街道和社区第一时间整治，
并联合当地公安部门、居民代表
建立长期监管机制。

事件曝光后，车站社区发动
社工和清洁人员清理了放置在小
区居民楼单元口的猫食盆和散落
在地的食物，并在每个单元的入
口张贴告示，提醒有喂养流浪猫
习惯的居民不再主动喂食、不再
随意摆放相关器具。此外，针对
个别拒不听劝的居民，社区一对
一开展劝说和引导。

据了解，海曙大部分老小区存
在一定数目的流浪猫，不同程度地
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月湖街道
的三个老小区一度聚集了上百只流
浪猫，居民投食数日后会留下满地
垃圾，臭气逼人。

对此，望春街道发动社区物业
建立小规模“捉猫队”，定期将流
浪猫送到收容所，尽快清扫地面；
西门街道每隔一段时间就在楼道和
车棚内喷洒药水清理流浪猫带来的
跳蚤。然而，现有的整治措施大多

“治标难治本”，流浪猫的抓捕难度
高于流浪狗，繁衍能力较强，爱猫
人士也频频出手阻挠，影响工作推
进。

由于近期老小区流浪猫扰民问
题频发，海曙还组织了各街道和社
区干部参加座谈会，反馈已有问
题、探讨解决方案。

海曙全力破解“流浪猫扰民”难题

昨天下午，在慈溪桥城生态农庄甲鱼养殖塘边，农庄主楼菊珍敲了
三下喂食的塑料筐，塘里的甲鱼仿佛收到“接头暗号”，纷纷浮出水面
游过来觅食。楼菊珍是慈溪甲鱼养殖能手，被当地网友形象地称为“甲
鱼妈妈”。与众不同的是，她用五味子、蒲公英等常见中药材来降低甲
鱼发病率，这套“中药材”甲鱼养殖法不仅使农庄获得省科技养殖示范
点称号，日前还被央视摄制成专题片亮相荧屏。

图为楼菊珍 （左） 和员工正在捉甲鱼。 （陈章升 张金科 摄）

慈溪生态甲鱼上央视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范
聪颖） 昨天，浙江省首个社区临终
关怀病房——鄞州区明楼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疗护中心挂牌成
立，在这里，医护人员将陪同患者
有尊严地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

这个社区临终关怀病房目前暂
设 10 张病床，按计划今后将扩大
到 50 张病床。和普通病房不同的
是，每一张病床都配有心电监护
仪、氧气瓶，病床也按照 ICU 标
准配备，可以全方位调节。

服务患者的有全科医生、社区
护士、药剂师，还有心理咨询师、营
养师、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在开
设临终病房前，明楼街道社区服务
中心专门派遣医务人员赴上海、台

湾等地学习，并考取舒缓疗护 （临
终关怀） 岗位资格证书。安宁疗护
的大部分费用按照医保标准执行。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之前仅
余姚人民医院开设了临终病房，设
有 22 个床位，而宁波市区各大公
立医院都没有临终病房，全省、全
市也没有其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
供这种服务。

“开设临终关怀病房已经变得
越来越有必要。”明楼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安宁疗护中心相关负责
人表示。随着人口老龄化，老人数
量不断上升，仅明楼街道和东胜街
道辖下的19个社区中，就有1万多
名 65 岁以上的老人。据了解，我
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曾多次就开
展临终关怀提出建议和提案。

目前明楼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开设首家社区临终关怀病房，已
经引起了李惠利医院、鄞州人民医
院、鄞州二院等多家大医院化疗中
心的关注。

让患者有尊严地走完生命最后一程

宁波有了全省首个社区临终关怀病房

本报讯（记者徐欣 杭州湾报
道组赵春阳） 新学期临近，记者从
杭州湾新区相关部门获悉，今年 9
月，宁波杭州湾新区将有 4座新校

园“上线”，分别是宁波杭州湾新
区滨海小学、青苗荟聚江园、青苗
荟御海苑和青苗荟金澜国际园。

据悉，随着城市建设框架的拉

开和高层次人才的集聚，新区教育
事业获得迅猛发展，新建义务段中
小学和幼儿园在今后三年将大量建
成投用。到 2020 年，新区将确保

新投用和在建幼儿园 12 所以上，
小学6所以上，中学2所以上。

目前，宁波科学中学正进行主
体建设，9 月完成所有单体结顶，
明年秋季投入使用。世纪城四期内
1 所小学和 1 所幼儿园也正紧张施
工，建成后将逐步投用。学校投用
后，将进一步优化新城教育布局，
缓解学龄儿童教育资源紧张问题。

杭州湾新区4座新校园即将启用

中心里设有温馨的谈心室。 （陈敏 范聪颖 摄）

本报讯（记者吴向正 通讯
员龚静） 昨日上午，鄞州区慈善
总会举行 2018 年度贫困学生扶
助金发放仪式，共向 232名学生
发放助学、奖学资金 84.8 万元，
帮助他们圆上学梦。

在此次活动中，区慈善总会
对贫困大学生新生、老生分别每

人发放扶助金 5000 元和 3000 元，
并对优秀大、中、小学生发放 1000
元至1500元的奖学金。

鄞州区的慈善助学工作已开展
了 19 年，累计发放助学资金 5410
余万元，受助的贫困大、中、小学生

（包括在鄞州就读小学、初中的贫困
外来民工子女） 4.2万余人 （次）。

鄞州区慈善总会
向232名学生发放扶助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