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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名称
冷轧薄板
不锈钢板
镀锌管
镀锌板
镀锌板

H62黄铜带
T2紫铜板

锡磷青铜带
角钢
钢轨

工字钢
角钢
槽钢
圆钢
方管

规格型号
ST12 1.0×1250×2500

304 0.5×1000×C
1寸

2.0mm
0.5mm

（0.2-1.0）×200
（1.0-6）×400×1500

（0.15-0.8）×200
125×80×10

50公斤
10＃

160×100×12
40# Q235
A3，直径12

100×50×4

产地
本钢
太钢

天津友发
江苏
江苏
芜湖
永康
芜湖
济钢
鞍山
唐钢
鞍钢
包钢
富钢
无锡

价格
4450
16000
5000
4650
4900
43500
55000
55000
4300
5100
3950
4300
4150
4350
4400

联系电话
87801090
87808547
83050222
87403456
87403456
87403307
87403307
87403307
87805217
87805217
87805217
87805217
87805217
87805217
87805217

因行情变化，以当日报价为准

华东物资城（钢材）价格行情
为保障福庆北路（通途路-中山东路）整治工程的顺利实

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的有
关规定，决定自 2019 年 3 月 6 日至 2019 年 5 月 15 日（预计），
对该路段交通组织实施如下调整：

一、施工一阶段需占用道路中心绿化带及两侧各 1个车
道，路段标准断面车道由双向8车道调整为双向6车道，限速
由80km/h调整为60km/h。

二、福庆北路流量较大，施工易造成道路拥堵，请过往车
辆提前绕行盛莫北路或河清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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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市市政工程前期办公室
2019年3月1日

关于福庆北路（通途路-中山东路）
一阶段施工期间交通组织调整公告

（2019年第8号）

NINGBO DAILY6 民生//广告
2019年3月1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金晓东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余晶晶）今年宁波“小升初”政
策昨天出台。与去年相比，今年明
确了民办初中区域内招生，招生
对象为具有本区域户籍或小学学
籍的六年级学生，户籍取得时间
应为学校招生报名时间之前。

民办学校要立足本区域招
生。公办背景民办学校未经当地
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和生源地教育
行政部门同意，不得跨区域招生。
其他民办初中如在一个区县（市）
跨区域招生数超过 10名，须在生
源地教育行政部门备案。经同意
跨区域招生的，其跨区域招生计
划纳入生源地招生计划。有寄宿
条件的公办背景民办小学跨区域
招生数不得超过学校招生计划总

数的 30%，无寄宿条件的原则上
不得跨区域招生。

海曙、江北、鄞州、东钱湖、高
新区（简称“市本级区域”）所辖民
办初中在上述区域招生时，视为
同一招生区域。市本级区域外的
公办背景民办初中到市本级区域
招生，须报请市教育局同意。

民办初中区域内招生对象应
具有本区域户籍或小学学籍的六
年级学生，户籍取得时间应为学
校招生报名时间之前。

市本级区域的公办背景民办
初中区域内招生时，实行网上统一
平台报名。学生志愿分为第一批次
志愿和第二批次志愿，每批次志愿
最多填报1所。第一批次志愿和第
二批次志愿学校可相同，也可不

同。填报第一批次志愿学校的学生须
具有市本级区域户籍。

公办背景民办初中跨区域招
生，也实行网上统一平台报名，每名
学生限报 1 所学校。在市本级区域
就读的学生可在跨区和区域内两类
志愿中选择一类填报，不能兼报。

市本级区域的公办背景民办初
中区域内招生和全市公办背景民办
初中跨区域招生，可以登录宁波教科
网报名。其中，拥有市本级区域户籍
但在市本级区域外就读的小学六年
级学生须到宁波市教育考试院报名。

民办学校招生时可采用电脑派
位、面谈、学习能力测评的方式。学
习能力测评主要考核学生学习能
力，采用“现学现评”方式，不得考核
学科知识，不得笔试。

市本级区域的公办背景民办初
中在区域内招生，第一批次志愿采用

“电脑派位+差额录取”方式招收学
生。第二批次志愿由学校自主招生，
应依规通过面谈或学习能力测评的

方式确定招收对象，当天公布并报市
教育局备案。已在第一批次志愿中录
取的学生不再参加第二批次招生。

公办背景民办初中跨区域招生
的，录取名单须在面谈或学习能力
测评当天公布，并报市教育局备案。

凡未通过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
统一报名、重复报名或提供虚假报
名信息的，各校一律不得录取，教育
行政部门不予办理相关手续；如已
录取的也予以取消。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得通过任
何形式的文化科目选拔考试或变相
选拔考试遴选录取学生。不得与社
会培训机构、个人合作或与社会培
训机构测试（竞赛）成绩（含获奖证
书、等级考试证书等）挂钩招生。

2020 年起，全市公办民办小学
全面实施同步招生。

公办小学和初中招生时间由主
管教育行政部门统一安排。民办初
中招生活动不得早于4月1日，民办
小学不得早于4月15日。

2019“小升初”政策出台
■民办初中区域内招生对象为：具有本区域户籍或小学学籍的六年级学生，
户籍取得时间应为学校招生报名时间之前

■市本级区域的公办背景民办初中招生分第一批次志愿和第二批次志愿，
每批次最多报1所

■2020年起，全市公办民办小学全面实施同步招生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张土良）昨天，市教育局、市发改
委、市财政局和市人社局联合发文
推进小学放学后校内托管服务。

小学校内托管服务时间原则
上为下午放学后至当地机关、企
事业单位下班时间。具体服务时

间由各区县（市）教育行政部门根
据实际情况明确。小学校内托管
服务对象为放学后家长接送有困
难、托管有需求的小学生。各地托
管服务对象一般应按“家长申请、
班级初审、学校核准、统筹安排”
的机制确定。

小学校内托管服务以学生自主
活动为主，主要是组织学生自主阅
读、课后作业、体育锻炼等。学校面
向全体学生的拓展性课程活动和部
分学生参加的校艺术队、体育队等
不属于校内托管服务范畴。

小学校内托管服务，根据实际

人数组班，人数较少的可以跨班级
跨年级统筹组班，每个托管班应至
少安排1名教职工负责管理。

2019 年秋季学期，全市范围有
托管刚性需求的小学都要开展校内
托管服务。市教育局将各地校内托
管服务工作实施情况纳入教育工作
业绩考核体系。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坚决禁止
学校把校内托管服务变成“培训班”

“补课班”；坚决禁止学校借托管服
务名义高收费、乱收费；校外培训机
构一律不得进入校园参与或组织实
施校内托管服务，坚决禁止学校借
托管服务名义与校外培训机构联合
办班。一经查实，必须严肃处理。

宁波四部门联合发文推进
小学放学后校内托管服务
2019年秋季学期，全市有托管刚性需求的小学都要开展

本报讯（记者张燕 通讯员
张宁 应芳） 安装了 ETC 设备
的车辆能“秒”过高速公路收费
站，用ITC同样可以，而且不需
要安装专门的设备。从今日起，
北仑港高速公司联合市公路局等
单位自主研发的ITC高速公路无
感收费系统正式投用，一部手机
就能实现高速公路通行费无感支
付，通行费享受95折优惠。

据 介 绍 ，ITC（Internet Toll
Collection） 俗称无感支付，是
指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高速公路
不停车收费。使用ITC的车主需
先通过手机安装移动应用 APP

“ITC 高速通”，注册后完成车
辆、银行卡绑定等。当车辆通过
收费站时，ITC 启用，系统自
动抬杠放行。行驶过程中，车
辆的行驶路径将通过高速公路

上的摄像系统传送至互联网云平
台，利用互联网云平台进行后台结
算处理，下高速公路后完成第三方
移动支付。

无感支付将率先在北仑港高速
公司所辖路段的宁波东、北仑、鄞
州东、鄞州南四个收费站实施。

“ITC 出 行 的 车 辆 ， 在 点 击 APP
‘一键出行’后，甚至可以不带手
机，就能实现高速公路不停车精确
收费。”市公路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不过已经安装 ETC 的车主请
注 意 ， 目 前 ITC 与 ETC 尚 不 兼
容，车辆在通过 ETC/ITC 复用车
道时，需要拔掉 ETC 复合卡，否
则ETC会重复计费。

据悉，此次 ITC 研究历时 4年
时间，仅测试时间就达一年，测试
车次达到 1 万辆次，系统运行稳
定、可靠、安全。

不装设备不排队

高速公路无感支付
今起上线运行

本报讯（记者徐展新 通讯
员邱萍） 记者从中石化宁波分公
司了解到，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
今日零时迎来上调。

根据国家发改委下发的调价
通知，本次调价后，92 号汽油
调整为每升 6.96 元，上调 0.22
元；95 号汽油调整为每升 7.4

元，上调 0.23 元；98 号汽油调整
为每升 8.1 元，上调 0.25 元；0 号
车用柴油调整为每升6.59元，上调
0.22元；-10号车用柴油调整为每
升6.99元，上调0.24元。

这是今年市场的第4次调价，均
为上调。以家用60升油箱为例，加
满一箱95号汽油将多花费13.8元。

成品油零售价上调

本报讯（记者杨绪忠 通讯员
吴培均）昨天上午，市住建局发布消
息，决定于 3月 22日启动 2019年度
应家限价住房申购工作。

据悉，近年来我市加大住房保障
力度，城镇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
问题明显缓解。但仍有一部分市民无
力承担市场的高房价，成了既不符合
经济适用住房保障条件又缺乏通过
市场购买住房能力的“夹心层”。

为此，我市启动了应家保障性
住房区块限价房项目的建设工作，
目前已具备预售条件。

据悉，应家限价房项目（项目地
名“甬樾湾”）位于江北区庄桥街道，南
临铸锋路，西接规划康桥北路。占地面
积约10.99公顷，建筑面积约29.1万
平方米，住宅面积约22.5万平方米，共
计2649套，其中专供引进人才的限价
房272套，分为东区和西区。

“甬樾湾”限价房销售均价为每
平方米9459元，建筑面积在90平方
米以内（含）部分，按照限价房销售
均价确定销售价格；超出 90平方米
部分，按照周边（或同类地段）普通
商品住房价格（评估均价）每平方米
12613 元销售。具体房源的销售价
格将在销售均价的基础上根据楼
层、朝向差等情况进行浮动。

本次限价房供应对象为海曙、
江北、镇海、北仑、鄞州、奉化、大榭、
高新区、东钱湖范围内符合条件的

家庭，供应对象包括城镇中低收入
家庭、大学本科及以上毕业生和具
有技师职业资格或中级及以上专业
技术资格的人员、外来务工人员和
引进人才等四类。

限价房申购本着“政府主导、属
地负责、市场运作、公开透明、自愿
申请”的原则，实行申请、审核、公示
制度。各区申请人根据自己的实际

情况选择是否申请应家限价房，并
由各区政府、功能园区管委会负责
组织辖区相关职能部门进行申请受
理、审核公示、资格确定等工作。符
合条件的申请人在售房单位完成选
购房登记，统一摇号确定顺序号，并
根据房源数量确定具有选房资格的
家庭，顺序号作为选房顺序号。

其中，272套专供引进人才的限

价房，在优先供应各区限价房管理办
法规定的引进人才后，如有剩余房
源，可供应各区限价房管理办法规定
的其他供应对象。经审核符合条件的
家庭，只能购买一套限价房。

本次应家限价房的受理时间从
3 月 22 日开始，至 4 月 4 日截止。申
请人如有疑问，可进一步向户籍或
单位所在辖区住房保障部门咨询。

我市推出2649套限价房
均价每平方米9459元，四类家庭可申购

本报讯（记者陈朝霞 通讯
员朱燕君 王谢雪）“这里破墙
开店 10 多年了，又吵又脏真是
受不了。现在终于被封堵了，还
我们一个安静整洁的环境，太好
了！”昨天上午，随着海曙区南
门街道实施“破墙开店专项整
治”行动，马园社区柳汀新村
15 间违规破墙店铺的墙面恢复
了原状，家住柳汀新村 57 号的
王师傅拍手叫好。

南门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
柳汀新村建于 20 世纪 80 年代，
存在较多破墙开店违规行为，且
大多无照违规经营，其中的餐饮
店、水产摊造成小区环境脏乱
差，噪声、油烟扰民现象严重，
店铺的来往客流和门前乱堆放，
让小区道路拥挤不堪。“南门街
道决定进行老旧小区环境综合整
治，分四批整治违规破墙开店行
为，提升小区综合环境和群众生

活品质。”
与此前该街道首批封堵 11 处

车棚“破墙开店”不同，此次主要
针对经营户利用老小区天井违章搭
建、拆除承重墙等行为进行重点整
治，涉及 15 间违法改建店铺，以
水产蔬菜店、烟杂店、熟食店为
主。海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南门中
队负责人汤炎军介绍：“一些经营
户利用沿街住宅，将一楼住宅承重
墙体拆除，极易造成楼体裂缝、渗
水，危及房屋居住安全；而违规占
道搭建，也影响小区环境，周围居
民反应强烈。”

据悉，考虑到一些经营户租赁
期限较长，存在租金遗留问题，店
内还留有大量库存商品，南门街道
整体整治从人性化角度入手，分批
推进，在本次整治后，柳汀新村余
下的 40 多处“破墙开店”再分两
次进行整治，4月底将全面完成整
治任务。

消除老小区破墙开店“顽疾”

海曙南门街道
15间违规店铺墙面恢复原状

张荣成

近 日 ，
新华社南京
分社发表短
文 《 给 老

人、残疾人的慰问金，一定要打到
卡上吗？》，文章说，过年给老人、
残疾人的慰问金必须打到卡上，却
不能给现金，这种做法不仅不符合
实际，更给行动不便的老人、残疾
人增添了烦恼。把钱打到卡上，对
慰问者来说肯定是省事了，但群众
就麻烦了。

看了这篇短文，很有感触，因

为在宁波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我
是 84 岁 的 高 龄 老 人 ， 经 历 过 此
事，也听说过周围一些老人和残疾
人的抱怨。政府部门过年和重大节
日给有关老人、残疾人发放慰问
金，每年也就几次，但我市各级政
府部门发放慰问金多数也是打到卡
里，让老人、残疾人自己去银行办
手续签字领取。更有甚者，还叫老
年人和残疾人自己到单位领取慰问
金，这使他们非常无奈。这种做
法，实际上是缺乏关爱和亲情之
心，是抱着完成任务的想法，只图
自己方便。

被慰问的老人、残疾人多数

是高龄、有病老人或是有各种残疾
的病人，他们去银行领取慰问金不
方便，还要排队办手续签字，有些
文化低的索性叫子女去银行领取，
碰 上 不 孝 子 女 在 领 取 后 从 中 扣 一
些，甚至全部私吞，反而使老人、
残疾人伤心。

要真正关爱老人、残疾人，不如
把慰问金直接送到老人、残疾人手
中，从中还能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和
身体情况，以及他们的一些需求，使
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
这样做并不难，只要有心就行。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箱
1871684667@qq.com）

慰问金能否直接发到被慰问者手中

图为正在紧张建设中的应家限价房“甬樾湾”。 （刘波 张昊桦 摄）

3月 3日是全国爱耳日。昨天，鄞州首南街道格兰春天社区的医护
志愿者来到蔡家小学，开展“爱耳护耳关爱外来孩子”活动。志愿者为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检查耳朵，并向他们讲解爱耳护耳的基本常识，以预
防耳病的发生。 （丁安 殷丹娜 摄）

爱耳护耳关爱外来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