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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管理 服务争效

五年来，我市坚持以人民满意为中心，多维
度提升公交出行吸引力。首先是扩大公交线网规
模。市区累计新辟公交线路 120 条，调整优化
150多条，开通接驳社区、学校、乡镇等与轨道
交通站点间的微循环公交线路 19 条，运营公交
线路总数达498条；推出特色公交服务。2014年
开通首条平价定制公交线路，随后陆续推出假日
登山、杨梅采摘、赏花、暑期游泳等特色公交线
路，每年常态化开通运营特色线路5条以上，满
足商务、通勤、旅游等各类个性化公交出行需
求；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公共交通全面渗入，
2016 年全市域实现了公交线路乡镇及村庄全覆
盖，城乡客运一体化水平达 5A 级，在全省乃至
全国居领先地位。

越来越多的人在很多时候放弃了私家车而改
用公共交通出行。数据显示，五年来，日均公
共交通客运量稳步提高，中心城区公共交通机
动化出行分担率从 2013 年的 40.6%提升至 2018
年 的 55.4% ， 城 市 交 通 满 意 度 从 2013 年 的
85.6%提升至 2018 年的 90.4%。而城市交通治堵
在路网优化完善、公交都市全方位创建、公共
停车场多途径建设、交通秩序综合整治、科技
手段广泛应用等五大方面，也取得了积极创新
成果。

公共交通公共交通，，让城市生活更美好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编者按：

2013 年 11 月，交通运输部发
布《关于公布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工
程第二批创建城市的通知》，宁波
市被列为国家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工
程第二批创建城市，全面启动五年
的公交都市建设工作。

五年来，我市始终坚持“以人
为本、服务民生”“综合交通、一
体发展”“优先发展、系统升级”

“因地制宜、分步实施”四大原
则，全面推进公交都市建设，努力
建成国内领先的公交都市示范城
市，基本确立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城
市发展模式。

政府投入大、部门合力强、相
关企业全力以赴、人民群众对公共
交通满意度不断提升。从今天起，
本报将推出一组系列报道，看五年
创建，宁波如何阔步向“国家公交
都市示范城市”迈进。

举全市之力,发展公共交通，让城市生活
更美好，这是我市对公交都市示范城市建设的
重要定位。

发展“公交优先”，如何实现从交通一家
“独角戏”到全社会齐抓共管“大合奏”，市政
府首先突出规划引领。

2015 年修订的 《宁波市城市总体规划》，
明确公共交通在城市综合交通系统中的主体

定位；在总规蓝图下，我市编制 《宁波市
城市公共交通发展规划》 和 《宁波市“十
三五”综合交通发展规划》，修编 《宁波市
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此后又出台常规
公交线网、公交专用道布局、公交轨道站
点接驳等 20 多项专项规划，详细绘制了公
交都市创建各项任务落地的线路图、时间
表。

■众志成城 规划引领

在公交都市建设过程中，市委市政府的投
入毫不吝啬，近五年来，全市斥资近千亿，全
力建设国内领先、具备国际先进水平的公交都
市精品工程。

轨道交通发展举“市”瞩目——近年来，
累计投资250多亿元，建成轨道交通1号线、2
号线一期，形成十字形运营骨架，开通运营里
程74.5公里，日均客流达到34.2万人次。中山
路商贸圈、北仑区组合团、北高教园区、铁路
宁波综合枢纽站、栎社国际机场等重点区域公
共交通可达性有效提升。同步开工建设2号线
二期、3号线一期、4号线、5号线一期等 4条

线路，预计到2020年将形成270多公里轨道交
通服务网络，基本覆盖市区主要功能区。

与此同时，开通宁波至余姚城际通勤列
车，宁波至奉化城际铁路首通段已与轨道3号
线一期同步建设，宁波至慈溪城际铁路正在开
展工可深度研究，依托轨道交通的“宁波1小
时公共交通圈”辐射半径将显著增长。

此外，常规公交枢纽、公交首末站、综合
停保场、“八横八纵”170 多公里的公交专用
道网络，保障了公交线路运营更科学，公交车
与地铁接驳更便利，保障了早晚高峰时段公交
车运营时速稳步提升。

■不吝投入 设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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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正本

1 份，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慈城支行，

核准号：J3320003967201，声明

作废。

宁波市江北慈城百文文具店

遗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人身保险投保书

Y00033， 流 水 号 为 ：

00025100090111-

00025100090112，声明作废。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遗失开 户 许 可 证 副 本 1

本，企业名称：宁波市江北慈城

百文文具店，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J3320003967201，开 户 行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慈城支行，声明作废。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慈城支行

遗失正本提单 1 份 ，船名

航次：MSC MAYA FW835W，

提 单 号 ：NB18E02147 箱 号:

SUDU1946558，声明作废。

深圳市鸿安货运代理有限

公司宁波分公司

遗失正本提单 1 份，船名

航 次 ：MAERSK LA PAZ

V.838W， 提 单 号 ：

NBB1800317，声明作废。

深圳市鸿安货运代理有限

公司宁波分公司

遗失开户许可证正本，核

准号：J3320019498401，开户银

行：宁波市北仑区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大碶信用社，声明作废。

宁波市北仑区大碶鑫凯土

建工程队

遗失启事

接待处接待处：：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901901号号 电话电话：：876821938768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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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号微信号NBRBXXGCNBRBXXGC

永寿发行站 永寿街8号 87103796 丽园发行站 薛家南路88弄20号 88185893
民安发行站 民安路248号 87373235 宋诏桥发行站 宋诏桥路83号-4 87842289
春晓发行站 育兴街27号 87929465 高新发行站 海棠路94号 87912229
江北发行站 生宝路70号 87676005 洪塘发行站 洪塘中路22号 87591475
鄞东发行站 四明中路93号 88117061 鄞西发行站 鄞县大道西段834号 88254798

下列日报下列日报发行部发行部均可受理均可受理

关于江北区孔庆桥维修工程
施工期间交通组织调整的公告

2018年第89号

为保障江北区九龙大道上孔庆桥维修工程的顺利实
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
条之规定，决定自 2018 年 10 月 27 日起至 2018 年 10 月
31日止 （雨天顺延） 每日夜间21:00-次日6:00，封闭半
幅桥梁道路施工，车辆和行人借用另半幅桥梁道路通
行。

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配合现场
交通管理人员指挥，遵照现场交通标识指示通行。

特此公告。
宁波市市政管理处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2018年10月22日

关于江北区范江岸桥、育才桥、榭嘉2号桥
桥梁荷载检测临时交通管制的公告

2018年第88号
为保障江北区桥梁荷载安全检测试验的顺利实施，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的有关规定，决定自2018
年10月27日起至2018年10月28日期间（雨天顺延）夜间分时段临
时性封闭以下桥梁道路。具体安排如下：

一、范江岸桥：2018年 10月 27日（23:00至次日 2:00）范江岸路
(翠柏路—育才路)双向禁止一切机动车辆通行。受限车辆可绕行翠
柏路或育才路。

二、育才桥：2018 年 10 月 28 日（2:00 至 5:00）育才路（文教路
143弄—丽江东路）双向禁止一切机动车辆通行。受限车辆可绕行
湾头大桥或青林湾大桥。

三、榭嘉 2号桥：2018年 10月 28日（23：00至次日 3:00）榭嘉路
（北海南路—洪大南路）双向禁止一切机动车辆通行。受限车辆可
绕行云飞路或北环西路。

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配合现场交通管理
人员指挥，遵照现场交通标识指示通行。

特此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宁波市江北区市政养护中心
2018年10月22日

交 付 公 告
尊敬的九唐华府业主：

您所购买的我司开发的位于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

环湖南路 688 号的九唐华府 （三期） 已竣工验收合格，

并具备交付条件。

现发布公告：九唐华府 （三期） 别墅将于 2018 年

10月 29日至 10月 31日分批交付 （各楼栋具体交付时间

详见我司发出的交付通知书）。

请您携带相关资料至九唐华府售楼处集中办理交付

手续。

咨询电话：0574—88366666

特此通告！

宁波茶亭置业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9日

不仅仅有公交车、出租车，还
有几乎免费的公共自行车，风驰电
掣的轨道交通，宁波人的幸福生
活，从出行开始。

五年来，我市体制机制、公交
用地、财政保障更加有力，轨道交
通实现“零”的突破；新能源公交
车推广及超级电容公交车备受瞩
目；城乡道路客运一体化水平达

5A 级居全国前列；公共交通与移
动互联网实现深度融合；慢行交
通提升城市交通出行环境。“很
多时候我把车停在家里，选择公
共自行车+地铁出行。”“公交车
四 通 八 达 ， 太 方 便 了 。” 在 宁
波，“乐乘公交”是很多市民的
心态，而支撑起这些的，来自于
公交都市的建设。

轨道轨道11号线北仑区中河路站与常规公交换乘号线北仑区中河路站与常规公交换乘

宁波市公交总公司永昌公司综合停保场宁波市公交总公司永昌公司综合停保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