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确保轨道 5 号线民安东路站的顺利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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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日（视天气情况顺延）起至
2020年 6月 30日（预计），对民安东路、海晏北路实施交
通管制，具体措施如下：

一、全幅封闭民安东路（海晏北路-安波街），000-
2400，禁止一切车辆及行人在该道路通行。

二、半幅封闭海晏北路（会展路-民安东路），000-
2400，禁止机动车在该路段由南往北通行。

三、原海晏北路（民安东路-宁东路）由北往南单向
通行管制截止时间延期至2020年6月30日（预计）。

四、过往车辆建议通过河清北路或世纪大道至通
途路绕行。

五、为保证公交线路正常运营，对17路等11条公交
线路实行临时改道运营，具体方案如下：

（一）17路、351路、356路公交线路双向临时改道
运营

1、锦江年华往书香景苑方向的 17 路、公交甬港新
村站往公交招宝山站方向的351路、公交新典路站往书
香景苑方向的356路公交线路

（1）改道走向：民安东路海晏北路口后改走海晏北
路、宁东路、河清北路、河清北路民安东路口后恢复原
线运营。

（2）单向增设：国际金融中心、海港花园、河清北路
宁东路口站。

（3）撤销部分民安东路走向及江东科技创业中心站。
2、书香景苑往锦江年华方向的 17 路、公交招宝山

站往公交甬港新村站方向的351路、书香景苑往公交新
典路站方向的356路公交线路

（1）改道走向：民安东路河清北路口后改走河清北
路、会展路、海晏北路、海晏北路民安东路口后恢复原
线运营。

（2）单向增设：会展路河清北路口站。
（3）撤销部分民安东路走向及江东科技创业中心站。
（二）21路公交线路单向临时改道运营
1、改道走向：公交会展路站往公交前河南路站方

向，宁东路海晏北路口后改走宁东路、江澄北路、江澄
北路民安东路口后恢复原线运营。

2、单向增设：国际航运中心、江澄北路民安东路口站。
3、撤销海晏北路、部分民安东路走向及国际金融中

心（国家开发银行）、会展中心南大门（宁波通商银行）站。
（三）970路公交线路双向临时改道运营
1、改道走向：常青藤小城往宁波雅戈尔动物园南

门方向，民安东路海晏北路口后改走海晏北路、宁东
路、宁东路河清北路口后恢复原线运营。宁波雅戈尔动
物园南门往常青藤小城方向，河清北路民安东路口后
改走河清北路、会展路、海晏北路、海晏北路民安东路
口后恢复原线运营。

2、单向增设：国际金融中心（往宁波雅戈尔动物园
南门方向）、海港花园（往宁波雅戈尔动物园南门方

向）、会展路河清北路口（往常青藤小城方向）站。
3、撤销部分民安东路、河清北路（往宁波雅戈尔动

物园南门方向）走向及江东科技创业中心、河清北路宁
东路（往宁波雅戈尔动物园南门方向）站。

（四）810路公交线路双向临时改道运营
1、改道走向：海晏北路往公交清水桥站方向，江澄

北路民安东路口后改走江澄北路、会展路、会展路福庆
北路口后恢复原线运营；公交清水桥站往海晏北路方
向，福庆北路会展路口后改走会展路、海晏北路、海晏
北路民安东路口后恢复原线运营。

2、增设站点：会展中心西（往公交清水桥站方向）、
会展路启新路口（往公交清水桥站方向）、会展路河清
北路口（往海晏北路方向）、莘香雅苑北站。

3、临时撤销部分民安东路、部分福庆北路走向及
会展中心南大门（往公交清水桥站方向）、江东科技创
业中心、新城第一实验学校（宁波市眼科医院）、福庆北
路会展路口（往海晏北路方向）站。

（五）517路、521路、168路公交线路单向临时改道
运营

1、改道走向：公交姚江站往公交国际会展中心站
方向的517路、公交汉塘站往公交国际会展中心站方向
的 521路、明州医院北往公交东环南路站方向的 168路
公交线路，民安东路江澄北路口后改走江澄北路、会展
路、会展路海晏北路口后恢复原线运营。

2、单向增设：会展中心西站。
3、撤销部分民安东路、部分海晏北路走向及会展

中心南大门站。
（六）512路公交线路单向临时改道运营
1、改道走向：联升佳苑往公交国际会展中心站方

向，宁东路江澄北路口后改走江澄北路、会展路、会展
路海晏北路口后恢复原线运营。

2、单向增设：江澄北路民安东路口、会展中心西站。
3、撤销部分宁东路、部分海晏北路走向及国际航

运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开发银行）站。
（七）微11路公交线路单向临时改道运营
1、改道走向：海晏北路往公交国际会展中心站方

向,江澄北路民安东路口后改走江澄北路、会展路、会展
路海晏北路口后恢复原线运营。

2、单向增设：会展中心西站。
3、撤销部分民安东路、海晏北路走向及会展中心

南大门（宁波通商银行）站。
受交通管制影响的单位和市民请提前安排好工作

和生活出行事宜，合理选择出行路线和时间。请社会各
界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并按照现场交通标识
指示和交通管理人员指挥通行，确保安全有序。

特此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宁波市公共交通客运管理局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分公司

2019年3月14日

关于轨道5号线民安东路站施工期间
交通管制的公告

（2019年第14号）

关 于 中 国 人 寿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宁波市城区第四支公司变更营业场所的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备案通过，同意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市城区第四支公司变更营业场所，现正式进行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

城区第四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005330205

机构住所：宁波市海曙区解放南路65号阳光

大厦8-9楼

经营区域：宁波市

成立日期：2004年11月11日

颁发许可证日期：2019年03月13日

许可证流水号：0238916

机构负责人：程孟晓

联系电话：87139072

客户服务电话：95519

邮政编码：315010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

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人身保险的再保险业务；

各类人身保险服务、咨询和代理业务；国家保险监

督管理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关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城区第二支公司洪塘营销服务部名称变更的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备案通过，同意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城区第二支公司洪塘营销服务部变更名称，现正式进行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江北营
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05330205001
机构住所：宁波市江北区宁沁路528号
经营区域：宁波市
成立日期：2003年06月30日
颁发许可证日期：2019年03月13日
许可证流水号：0238933

机构负责人：黄奇国
联系电话：87978992
客户服务电话：95519
邮政编码：315020
业务范围：一、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二、收取营销

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三、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
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四、接受客户的咨询、投诉。

关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江北营销服务部变更营业场所的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备案通过，同意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江北营销服务部变更营业场所，现正式进行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江北营
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05330205001
机构住所：宁波市江北区人民路132号5-4、5-6
经营区域：宁波市
成立日期：2003年06月30日
颁发许可证日期：2019年03月13日
许可证流水号：0238934

机构负责人：黄奇国
联系电话：87978992
客户服务电话：95519
邮政编码：315020
业务范围：一、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二、收取营

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三、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
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四、接受客户的咨询、投诉。

关于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慈溪中心支公司观海卫镇营销服务部营业场所变更的公告
经宁波银保监局备案完成，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慈溪中心支公司观海卫镇营销服务部由慈溪市观海卫镇城隍庙村广义南路38号迁至慈溪市观海卫镇润泽小区2号楼1-1室。根据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慈溪中心支公
司观海卫镇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14330282007
机构住所：慈溪市观海卫镇润泽小区2号楼1-1室
经营区域：宁波市
成立日期：2002年08月19日
许可证颁发日期：2019年03月13日
许可证流水号：0238935

机构负责人：励亚萍
联系电话：0574-63633562
客户服务电话：95500
邮政编码：315315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

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
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咨询和投诉；经公司核保，可以打印保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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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余建文 通讯员
陈标 王飞） 前天，在奉化尚田镇
孙家村莓好农创园里，来自岳林、
尚田两地的 38 家企业的星级工会
展开了一场特殊的“相亲会”，寻
找中意的合作伙伴，现场签订《结
对共建协议书》。“联姻”的工会负
责人还共同种下友谊树，期待“沐
春开花”、共同进步。

据介绍，这是奉化区搭建的首

个跨镇 （街道） 星级工会共建平
台，在宁波全市也不多见。岳林街
道总工会负责人介绍，这次参加的
都是四星级、五星级的企业工会，
按照高星带低星原则，结对单位将
发挥各自资源优势，定期开展文体
活动、技能培训和学习联谊活动，
取长补短，增强职工的创造力和活
力，增进企业凝聚力。省级劳模、
奉化金鹰钢球公司工会主席庞学波

说，这次与尚田镇的南方机械公司
结对，“两家都是机械企业，有很
多共同语言，在工会制度建设上好
好好‘取经’”。

近年来，奉化区按照“六好”
标准，推进基层工会的规范化、标
准化建设，全区五星级企业工会达
到 100 家。该区总工会负责人介
绍，今年，奉化在深化开展活力基
层工会创建活动中，建立“1+N+

X”协理机制，并创新推出“链式
帮带”联动机制，打破镇 （街道）
区域界限，高星级工会与低星级工
会结对，“传经送宝”，互相协作，
一层层地传导下去，提升全区工会
建设水平。争取今年新创建 20 家
五星级工会、30 家四星级工会、100
家三星级工会、5 家党建带工建示
范点、8家三星级以上工会联合会，
构筑一条星级工会“风景线”。

打破区域界限联“星”共建

奉化“链式帮带”构筑星级工会“风景线”
本报讯（记者张燕 通讯员

王文君） 前天，我市首台电子治
超违章自助查询机正式在鄞州治
超点违章大厅启用。查询人员只
需要按照显示屏上的提示，依次
输入车牌号及相关信息，仅需

20秒左右就可以知晓违章信息。
据悉，此台设备包括数据库比

对系统、软件查询系统、信息收集系
统、网络传输系统等四大数据库管
理系统，操作简单方便、界面简洁流
畅，便于广大驾驶人进行查询。

我市首台超限自助查询机启用

本报讯（记者周燕波） 由宁
波正觉文化、腾讯影业、宁波博地
影业等联合出品的电视连续剧《甜
蜜》日前在宁波博地影秀城开拍。

《甜蜜》 是一部都市励志情
感剧，由宋方金编剧、阎建钢执
导，海清、任重主演。该剧讲述
了都市女性田蜜由于丈夫自杀从

一个养尊处优的富太太跌入生活谷
底，不得不扛起替丈夫偿还巨额债
务的重担，后来一路拼搏，成长为
一名优秀金融理财师并收获美满爱
情的女性励志故事。

《甜蜜》 将全程在宁波取景拍
摄，计划拍摄 3 个多月，拟于 6 月
底杀青。

电视剧《甜蜜》在甬开拍

本报讯 原宁波市教育委员
会副主任罗任达同志（原行政 18
级），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9 年 2
月12日在宁波逝世，享年87岁。

罗任达同志，1932 年 9 月出
生，浙江慈溪人，1949年7月参加
革命工作，1953 年 2 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1949 年 8 月起先后任宁
波市军管会文教部文书，宁波市
文教局初教科科员；1954 年 5 月
任宁波市文教局社教科副科长；
1954年9月起先后任浙江省教育
厅工农教育处农民教育组副组

长，浙江省委办公厅政治研究室科
员，余姚县文教局秘书、局党支部副
书记，余姚县余姚镇教育革命办公
室负责人；1971年12月任宁波地区
教育局教革组副组长；1978年10月
任宁波地区教育局党组成员；1980
年 1月任宁波地区教育局工农教育
科科长；1981 年 6 月任宁波地区教
育局副局长兼党组成员；1983 年 9
月任宁波市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副
主任兼办公室主任；1986 年 5 月任
宁波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委委
员。1992年10月离休。

罗任达同志逝世

本报讯（记者陈章升 慈溪市
委报道组邵滢 通讯员岑俞贝） 前
天上午，慈溪市周巷镇登州街村党
总支书记潘海军计划投资 30 万元
为村民修建一条水泥路。去年，该村
联合潭南、双潭等 6 个村购买周巷
中国食品城商铺作为村级集体经济
经营性资产，每年收入租金 140 万
元，这笔钱为村里办公经费、环境保
洁费等支出解了燃眉之急。这 7 个

村能当上“房东”，得益于周巷镇创
新推出的“抱团购置物业”模式。

从去年 2月开始，周巷镇统一
谋划村集体经济提升工作。在相关
部门协调支持下，7 个村“团购”
了 35 间中国食品城商铺，其中每
个村拥有 5间商铺的产权，商铺实
行统购联营。这个“福利”源于慈
溪市启动的第四轮市级财政补助村
项目，村集体购买商铺等物业用房

的，最高可补助 200万元；新建标
准厂房等物业用房的，最高可补助
150万元。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是实现
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近年来，对
于新建、购买物业用房村，慈溪市
专门出台补助政策进行扶持，并建
立了部门联村、农村指导员选派、
村企结对等多层次帮扶机制。其
中，慈溪市级财政补助村由该市四

套班子领导联系帮扶，担任村里的
“第一书记 （社长） ”，协调解决联
系村发展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

在各项政策激励下，慈溪村级
集体经济进一步焕发活力。其中，
龙山镇徐福村开辟了 100亩个私工
业园区。每年，该园区可为村集体
带来 300万元收入。周巷镇天灯舍
村建造 3 栋标准厂房租给小微企
业，每年租金收入近90万元。

慈溪７个村“组团购铺”年入140万元

昨天下午，在鄞州区惠风书院
微格教室，孩子们在宁波历史文化
志愿宣讲团成员的指导下拼装“十
里红妆”花轿模型。当天，由惠风
社区举办的“带你穿越老宁波”历
史文化主题活动，为小朋友们带去
了一堂生动的传统民俗教育课，通
过民俗文物拼图、历史游戏互动
等，让他们对传统文化有更深入的
了解。

（徐能 朱立宇 摄）

“花轿”
进教室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闻晓明） 昨天，柴桥实验小学
的报告厅里正在进行校园农场招
募仪式。孩子们热情高涨，分
14个小组来“竞标”校园内8块
农田的承包权。经过学生自我推
介和评委老师认定，8块农田有
了各自的归属，有的小组种土
豆，有的小组种桂花树，还有的
小组给树荫下光秃秃的土地种上
了麦冬草。

据悉，在北仑区拥有校园农
场的中小学有 20 余所，占该区

中小学数量的近一半。北仑区教育
局副局长胡海辉说，加强劳动实践
教育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基
本要求，是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北仑在全市率先出台《中小学劳动
实践教育实施意见》，聘请能工巧
匠、专业技术人员担任兼职教师，
加强劳动实践教育场地或实践基地
开发。同时，把具体劳动实践情况
和相关事实材料记入学生综合素质
档案，并作为升学、评优的重要参
考依据。

北仑近半中小学开办校园农场

【紧接第 1 版】 积极推进数字经
济、智能经济等新技术、新产品、
新业态，推动企业打造数字化工
厂、建立智能化创新平台。该区有
关负责人介绍：“万华高性能材料
研究院项目的引进是一个成功典
范，我们只给了 600多亩土地，但
这个项目在产值、效益、税收上贡

献突出，对大榭打造国际国内最具
有竞争力的化工新材料应用开发中
心和生产基地具有积极意义。”

抢抓自贸区扩区赋权机遇，全
力打造国际能源贸易岛。大榭开发
区正按照市政府工作报告关于“争
取中国（浙江）自贸区赋权扩区延伸
到宁波”的要求，深入推进与自贸区

相适应的体制机制、监管模式、政策
体系等研究和应用，加快穿鼻岛基
础设施开工建设，真正实现穿鼻岛
开发“动起来”的目标。同时开发区
还加大力度集聚一批能源贸易平台
和企业，推动大宗商品贸易再上一
个新台阶，努力成为宁波争创中国

（浙江）自贸区的重要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