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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岚 通讯员林
婷婷 顾东栋）“城管进小区，为老
百姓解决了不少实实在在的问题！”
10月30日，海曙区西门街道高塘花
园小区的不少居民舒了一口气，小区
内存在建筑垃圾清理不及时、装潢垃
圾乱堆放、绿化带破坏等现象，在城
管的介入下终于顺利解决了。

从11月1日起，海曙区下辖的
9 个街道 75 个社区共 274 个小区，
全部启动综合执法进小区活动。每
个社区有 2 名执法队员和 2 名网格
队员，每周进小区巡查两次以上，

参加社区定期例会，通报相关工
作，及时受理小区 （居民） 反映、
投诉的各类问题。

“高塘花园是试点，通过一段
时间联合巡查，小区秩序面貌改
善，居民法制意识明显增强。”海
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城管局） 副
局长袁卫东说，执法人员刚入驻小
区，就对一起居民乱丢垃圾案作出
查处。“处罚金额不大，但起到了
很好的震慑和教育作用。”小区物
业主任叶月娣也表示，“以前居民
装潢垃圾乱堆放，我们劝说无用，

城管进驻后，这一现象迅速改观。”
据介绍，为了及时处理小区各

种问题，海曙综合行政执法局梳理
出 居 民 小 区 易 发 违 法 事 项 共 12
项，违法行为及执法适用法律法
规在显著位置上墙公布。“比如碰
到乱发小广告的，物业或居民可以
明确制止。同样，对乱堆放、乱悬
挂、毁绿以及养鸡养鸭等行为，都
配以明确适用处罚法律法规。”袁
卫东说，劝阻有理有据更易产生效
果。此外，综合执法部门对物业和
社区在小区日常管理中应该承担的

职责也一并明确，形成合力，共同
促进小区环境提升。

碰到屡教不改的违法行为怎么
办？海曙也作了清单式明确：在城
管职权范畴内的简易问题，城管队
员在物业、社区人员配合下快速处
置；违反相关城市管理法律法规的
由中队办案人员立案查处；疑难问
题上报，将协同社区、物业制订工
作方案，通过联合整治、专项行
动、统筹协调等方式处理问题。对
于在城管职权范畴外的，将及时报
街道联系相关部门做好处置工作。

对“看得见管不了”难题动真格！

海曙城管进驻小区执法

本报讯（记者陈章升 通讯员
张薇瑛 冯茜）“大夫，最近我吃
东西没胃口，肚子很胀，做事情没精
神，晚上睡眠质量也不好，不知得了

什么病？”日前，市民刘先生（化名）
捂着肚子来到慈溪市中医医院中医
科求诊。经过仔细询问和检查，医生
发现刘先生产生的身体不适症状与
他最近服用的补药有关。

去年冬天，刘先生在繁忙的工
作之余常常觉得腰酸、乏力、耳
鸣、身体怕冷，于是就到外地一家
医院吃膏方调理。那时，他吃完膏

方后身体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半个
月前，这些症状又出现了。因为去那
家医院路途遥远，所以我没去复诊，
自己配制膏方在家熬煮，还添加了
野山参、冬虫夏草等补品。”刘先生
说，服用“大补药”后，他身体不适症
状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加重。

慈溪市中医医院副主任中医师
郑军状认为，刘先生的症状是因滥

用补药而产生的副作用。他分析说，
刘先生服用的是滋补偏于“温补”的
膏方。“当下时值秋令，秋季干燥。刘
先生出现腹胀、便秘、口干、舌红苔
黄腻症状，显然是一派‘湿热壅滞碍
胃’之象。脾胃虚弱，但心肝火旺，此
时服用温补药物，无异于‘火上浇
油’，导致‘虚不受补’的后果。”

最近天气渐凉，许多人开始
“贴秋膘”，还有的吃上了补药。
“我们在接诊中经常遇到像刘先生
这样自制膏方的市民。服用这些膏
方后，有的人后出现了口干、舌燥、
脸上长痘等‘上火’现象。”郑军状
说，随着季节、身体状况的变化，大
家服用的膏方应该有所区别，切忌
一种膏方一年四季吃到底。

秋季进补有讲究

慈溪一男子服用自制膏方致腹胀失眠

本报讯 （记者王晓峰 通讯
员徐逸波） 记者昨日从市公安局
获悉，我市即将开启新一轮烟花
爆竹违规燃放专项整治。与往年
相比，今年的整治行动来得早，
并且中心城区禁放烟花爆竹区域
有所扩大。

来自消防部门的数据显示，
去年以来我市因烟花爆竹燃放引
发的火灾已有 22起。此外，今年
以来，市四区涉及烟花爆竹的警
情达到了 294 起，接警量同比上
升6.12%。

一直以来，我市对于烟花爆
竹违规燃放的整治没有停歇过。据
悉，今年以来，我市公安会同安监
部门共收缴非法烟花爆竹 5500
件，查处非法储存、无证经营烟花
爆竹案件 12起。在禁放期间，城区
各派出所还组织警力进行巡查，已

立案查处违规燃放烟花爆竹案 8
起，处罚8人，并且劝阻142起。

市公安局治安支队相关负责
人说，今年的整治行动与往年相
比有很多不同之处。确定的禁放
范围扩大了不少：简单而言，就
是机场路以东、鄞州大道以北、
福庆南路以西，以及江北部分区
域和高新区 （贵驷街道除外） 组
成的禁燃放区域。还有几块“补
丁”——栎社机场区域、慈城古
镇区域、重点单位周边等。

在 禁 放 区 域 燃 放 烟 花 爆 竹
的，无论红白喜事、开业庆典等
都属于违规燃放行为。一旦发
现，公安机关将根据相关规定，
责令当事人停止燃放，并处 1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的罚款；对构
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
予治安管理处罚。

我市将开展
烟花爆竹违规燃放专项整治

本报讯 （记者陈敏 通讯员
马蝶翼） 天气一转冷，各种病毒开
始肆虐，除了感冒、手足口病等之
外，家长还要警惕孩子患上一种传
染病——水痘。记者昨天采访获悉，
已经有小学个别班级全班停课。

“水痘，是一种小儿常见急性
传染病，传染性较强，一年四季
都会发病，但在冬春季多发，见
于2岁至10岁儿童。”记者从市疾
控中心、市妇儿医院了解到，今
年水痘发病情况与往年差不多。

水痘病毒是如何传播的？有
专家介绍，水痘主要通过直接接
触或吸入水痘患者飞沫、水痘和
带状疱疹患者水泡液或呼吸道分
泌物感染，也可通过间接接触被
水泡和黏膜分泌物污染的物品感
染。“一旦染病，会出现低热症
状，皮肤上会分批出现皮疹，皮

疹向心性分布，前胸、后背先
出，且分布密集，然后向其他部
位蔓延，面部也会比较多，四肢
较少。”专家说，重症水痘可发生
水痘肺炎、水痘脑炎、水痘肝
炎、间质性心肌炎和肾炎等。

据专家介绍，水痘的潜伏期为
10天至21天，平均14天，水痘患者
出疹前1天至2天到所有皮损结痂
期间均具有传染性。在此期间，不要
送小孩去上学，以免传染给其他小
朋友。

如何预防水痘？专家介绍，
感染水痘后并无特效治疗方法，
接种疫苗是预防水痘最经济、最
便捷、最有效的方法。

据介绍，适龄儿童接种两剂
次的水痘疫苗。一般满周岁时接
种第1剂，3周岁以上再加强接种
第2剂。

水痘进入高发期
有小学个别班级停课

本报讯 （记者易鹤） 新修订
的塑胶跑道国家强制性标准将于
11 月 1 日起正式执行。新标准对
塑胶跑道材料提出了更高的安全
性要求，热衷创新的甬企则从中
嗅到了商机。昨日，记者从市经
信委等部门获悉，我市一批企业
先行一步，研制出食品级跑道材
料，受到业内关注。

有毒塑胶跑道带来的安全隐
患，曾一度给家长和学生造成恐
慌，成为一个普遍关注的社会问
题。针对这一行业问题，宁波长
鸿高分子科技有限公司成功研制
出热塑性弹性体材料，公司负责
人傅建立拿出环保胶水、面层防
滑胶粒等几份检验报告，上面的
30 多项检验项目标识“未检出”
字样。他说，经 SGS、FDA 等机
构检测，这种材料达到可以放入
口中或与人体长期接触的最高级
别，且原料气味小，弹性、耐磨
性等性能优越，跑道施工完毕数
天后便可投入使用。2017 年，该
产品获得了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

等部门联合下发的 4150多万元技
术突破奖金，也是中国弹性体行
业中唯一获此激励的企业。

据悉，目前长鸿高科通过其下
游企业浙江定阳新材料有限公司
在省内多家小学开展产品应用，受
到家长和学生的欢迎。更让傅建立
振奋的是，目前与公司洽谈的客户
越来越多，下一步他们将扩大产
能，更好地满足市场需要。

同样受到业界关注的还有宁
波格林美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其研发的热塑性聚氨酯颗粒在高
端跑道、排球场、羽毛球场、幼教地
坪等方面都拥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在该材料量产方面，格林美孚公司
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业内人士表示，甬产跑道新
材料受到市场青睐说明创新才是
硬道理。随着人们对生活品质的
要求越来越高，制造业企业研发
创新的步伐也要随之加快，只有
第一时间研制、量产出适合市场
需求的高品质产品，才能在未来
的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

塑胶跑道强制标准11月1日执行

甬企抢占先机
研发食品级塑胶新材料

【紧接第1版①】余姚荣获全国文明
城市称号，成为我市首个获得全国文
明城市的县（市）。在全国精神文明建
设表彰大会上，我市共获27个奖项，
为历届最多。去年，我市再度荣膺中
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在全国十佳城市
中位居第三。宁波市农村文明示范线
去年获全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创新
奖，今年在京推介，成为我市践行乡
村振兴战略的新名片。

十八大以来，宁波着眼于全域
化高水平，努力把文明城市创建覆
盖全地域、全领域、全时域和全体
人群，以更高的标准和品质引领文
明创建，为市民带来更多的获得
感。《宁波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颁
布实施，将文明创建导入法治轨道；
全市学校投入文明校园创建，精心
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全市各级
各类公共服务窗口单位 100%参与

文明创建，用文明擦亮每一个窗口；
210多万名注册志愿者、逾万个志愿
服务组织，现代志愿服务体系初步
构建；“品质社区”推荐评议、“最洁
美村庄”评选等创新载体不断推出。

文化强市，“精神食
粮”更加丰富

“宇宙之王”等巨型人偶和“海丝
古港”形象的花车惊艳亮相，身着节
日盛装的表演者带来别开生面的舞
蹈与杂技……今年国庆节举办的宁
波·尼斯嘉年华，将法式风情和独具
特色的宁波文化展现给了全球观众。
作为宁波迄今引进的最大规模国际
文旅合作项目，宁波市民在家门口感
受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

从文艺创作百花竞艳、文化市
场精彩纷呈，到文化体制改革蹄疾

步稳，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宁
波不断奏响文化新乐章。

——我市不断完善文艺工作机
制，制定出台多个扶持政策，电视剧

《向东是大海》、歌剧《红帮裁缝》等8部
作品入选全国“五个一工程”，39部作
品入选省“五个一工程”，“一人一艺”
全民艺术普及工程建设取得明显成
效，构筑起全民艺术普及生态体系。

——我市激发机制创新和改革
活力,在全国农业银行系统内成立
首家文创银行，甬派传媒挂牌新三
板，全市新华书店完成资源整合，
连续举办三届中国 （宁波） 特色文
化产业博览会，宁波华强、象山影
视基地、博地影秀城等航母级项目
落地，“宁波文创港”“宁波音乐
港”等大平台项目建设风生水起。
2017年文创产业增加值达到716.27
亿元，同比增长 22.2%，占全市

GDP比重达 7.27%，总量、增速和
占比均取得了长足进步。

——我市不断增强市民文化获
得感。2016“东亚文化之都·宁波
年”、第十五届亚洲艺术节、第十四
届中国合唱节……高水准的文艺文
化活动令人目不暇接；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试点工作取得进展，城市
文化公园、社区文化家园、企业文
化俱乐部等基层宣传文化阵地集群
建设有序推进，累计建成1287家农
村文化礼堂，构筑起农民群众精神
家园。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市宣
传思想文化战线肩负着更加崇高的
责任、更加神圣的使命，镌刻属于
今日的印记，创造辉映未来的荣
光，以新的气象、新的作为，书写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勇立潮头、守正
创新的崭新篇章。

【紧接第1版②】 得益于该项目，
全国 300 多家旅行社与万宝镇签
约，未来的经济效益不可估量。

水 稻 观 光 园 、 水 稻 观 光 栈
道……和龙市东城镇光东村的
乡村旅游发展前景也十分广阔。
3 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个位
于海兰江流域中段的“红色村
庄”视察，并就脱贫攻坚作出重
要指示。至此，该村开始发展乡
村旅游。

几个月来，通过走访调研，
宁波帮扶工作队为光东村的发展
提出相关建议，包括“借鉴宁波
市横坎头村发展经验，制订加快
振兴发展规划、增强产业发展动
力、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将各类
发展要素资源向光东村优先配
置，把光东村打造成‘红太阳照
边疆’乡村振兴样板”等，得到
延边州政府主要领导的高度肯定。

延边州的敦化市正全力创建
国家全域旅游经济示范区。宁波
在对口帮扶中加大支持力度，丰
富当地特色旅游产品。今年8月7
日，敦化长有煎饼标准化生产基
地正式揭牌。这是宁波援建延边
州扶贫项目中第一个建成投产的

项目，可带动敦化市 460 余名贫
困人口人均增收600元以上。

在这家延边最大的煎饼生产
企业——敦化长有食品有限公
司，董事长陈长有邀请记者品尝
了一款新产品——海苔味煎饼。

“宁波干部建议我们的煎饼融入
宁波味儿，现在这款海苔味道煎
饼市场销售情况很好。”陈长有
说。

发展全域旅游离不开智能技
术的“加码”。采访中，敦化市副
市长孙红霞向记者介绍：“我们在
旅游发展中，借力宁波挂职干部
积极融入宁波的‘智慧’旅游等
先进做法。”目前已有宁波一家互
联 网 企 业 在 为 敦 化 开 发 旅 游
App，不久之后将上线运行。

在主动融入延边发展、推动
东西部扶贫协作同时，今年以
来，宁波帮扶工作队还进一步扩
大帮扶“半径”，全面建立两地职
工疗休养合作交流机制。昨天，
延吉－威海－宁波航线正式开
通，至此，宁波至延边州实现

“日日”通航班。统计显示，截至
今年 9 月底，宁波共有 1.18 万名
职工到延边疗休养。

【紧接第1版③】“宁波人口比不得
北京、上海，是否有建轨道交通的必
要？从规划开始到1号线一期开建，这
样的质疑声时有出现。而现在，‘地铁
上盖物业’‘东鼓道等地下空间综合利
用开发’都成了抢手资源，越来越多人
感受到了地铁带来的便捷。”

地铁融入、改变市民生活仿佛
是在一瞬间。1 号线一期开通试运
营首日，4.2 万人次“尝鲜”体验；而
两年后的 3 月 19 日，1 号线二期通
达北仑，有近百万人次乘车。随着 2
号线一期建成，宁波地铁运营里程
达到 74.5 公里，十字架构使群众乘
坐地铁更加便利。

开通运营 4 年多来，宁波地铁
已累计运送乘客3.6亿人次左右。早
晚高峰时段地铁发车间隔时间也在
不断缩短，从最初的七八分钟，压缩
到了如今的4分40秒。平均每天有超
过 34万人次通过轨道交通出行，地
铁成为许多宁波人首选交通工具。

“我家住火车站边上，地铁开通
后小区附近基本上不堵车，我也习
惯坐地铁去上班。”南都花城的柴先
生说。有了地铁，对北仑、镇海居民
而言，天一广场、北仑银泰城、世纪
东方、来福士广场都是“家门口”的
商圈。地铁站、机场、火车站、客运中
心等交通枢纽连为一体，宁波人乘
飞机、赶火车、坐长途大巴只要“掐
着点儿”就行。

地铁不仅成为缓解城市交通拥
堵的“利器”，更加快了构筑城市“公
交都市化”，为城市格局带来一次新
的变革。从此，宁波发展跳出了三江
口，中心城区辐射功能大大增强，市
六区加速融合。

目前，2号线二期、3号线一期、
4号线、5号线一期以及宁波至奉化
的城际铁路建设“五线并进”，2020
年前后，宁波地铁网总里程将达
155 公里。新一轮轨道交通规划也
已启动。

“大公交”融合发展添便利

公交车、出租车、轨道交通、公
共自行车、共享单车……在宁波，出
行的交通方式有诸多选择。现在宁
波市区每天有约 200万人次选择公
共交通出行，其中公交车 120 万人
次、出租汽车 29 万人次、轨道交通
34万人次、公共自行车12万人次。

不同交通工具围绕地铁“大动
脉”有序运作，带给人们更多便利。
全市许多公交站点经过轨道交通车
站，大大方便了公交与地铁的接驳。

2015 年 11 月 5 日，我市首次推
出公共交通微循环线路，以解决居
民通勤从小区到地铁站的“最后一
公里”。截至目前，我市已推出 19条
微公交线路，就像“毛细血管”将地
铁和小区连成一体。

为鼓励更多市民选择绿色出
行，9月22日起，我市实行轨道交通

与常规公交90分钟优惠换乘，让更多
宁波人共享公共交通融合发展的福
祉。优惠换乘首月，就有82.4万人次市
民享受实惠，共计少花了93.2万元。而
地铁与公交车之间的有效衔接、优惠
换乘，将有利于推进宁波市绿色、便捷
的“大公交”网络建设，市民通过公共
交通出行将更便捷、更顺畅。

天气晴好时，市民陈女士喜欢骑
公共自行车去转乘地铁。“地铁站周
边早晚交通高峰都有服务人员，借还
车很方便。”据了解，从2013年9月首
批公共自行车投用至今，我市已建成
公共自行车标准网点 1530个，投放
自行车 3.66万辆，日均租车量 11万
次，有效解决了市民短距出行难题。

公共自行车网点设置注重小
区、商务区、商圈、菜市场等公众场
所，同时注重与公交车站、轨道交通
站点的接驳。目前，全市有 37 个轨
道交通站点设置了接驳公共自行车
网点，占比70%。

本报讯（记者杨绪忠 通讯员
杨慧婷） 昨天上午，省、市重点工
程中央公园正式开工。

中央公园位于东部新城核心
区，宁东路以南，承源路以东，宁
穿路以北，河源路以西。地块南北
长约 440 米，东西宽 120 米至 210
米，呈“长梯形”，项目总建筑面
积14.4万平方米，地面为景观绿化
及广场公园，地下为三层机动车停
车库和公交始发站。项目总投资约
20亿元，计划2021年完工。

中央公园是东部新城核心商务
区重要的景观开放空间。为此，工程
将生态、生活、学习、文化作为本工
程景观定位，同时将海绵城市、绿色
建筑、新科技理念相融合，塑造高品
质的地标性景观，打造全新的绿色
理念的地下交通枢纽。

据此，中央公园地面依次形成
三个功能布局：书香雕塑区、静谧
阅读区、文化展示区。

东部新城中央公园开工
总投资约20亿元，计划2021年完工

30日，东部新城中央公园工程开工建设。 （刘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