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切实做好 3 月 30 日、31 日即清明节前一个双
休日市民扫墓和踏青等活动安全管理，确保道路交通
有序、安全、畅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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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对部分道路实
施临时交通管制。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管制时间
3月30日、31日，共2天，每天5时至14时。
二、管制措施
1、禁止货车 （包括已办“禁货”通行证车辆，

下同） 在 329 国道 （盛莫北路至富春江南路）、宝瞻
公路 （鄞县大道至 329 国道）、太白路 （沙明段至宝
瞻公路） 通行。

2、禁止货车从高速公路鄞州东收费站 （原五乡
育王出口） 下高速。

3、鄞州区五乡镇下列道路实行机动车单行交通
组织，具体如下：

往九峰陵园、凤凰公墓、永安公墓和青龙山墓园
方向的，应按照 329 国道—宝同路—同心路—329 国
道单向通行；

往永安马龙公墓和宝幢公墓方向的，应按照329国
道—宝同路—宝林路—同心路—329国道单向通行；

往凤凰工艺墓园、潜龙公墓、宝幢联合公墓、如
意公墓方向的，应按照329国道—宝同路—凤凰路—

329国道单向通行。
4、海曙区集士港山下庄方向，禁止机动车在山下

庄村道 （山下庄村公墓地至双银村公墓地） 通行。
三、提醒事项
1、3 月 30 日、31 日即清明节前一个双休日,前往鄞

州区五乡镇的育王、宝幢、同岙等方向扫墓的市民，推
荐乘坐轨道交通 1号线至宝幢站后转乘公交摆渡车。同
时，交通部门将增加往返墓区的公交运力，加密班次，
方便市民扫墓交通出行。

2、因东环南路邱隘段和环城南路东段施工封道，
往鄞州区五乡镇方向的车辆从通途路或鄞县大道绕行。

3、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根据现场道路交通情况，
临时采取禁止、限行、解除等交通管理措施。同时，清
明节期间即4月5日至7日，对育王、宝幢和山下庄以及
汶溪、骆驼等墓区周边道路将实施更为严格的交通管制
措施，具体通告另行发布，请予关注。

4、受交通管制影响的单位和市民请提前安排好工
作和生活，合理选择出行路线和时间，避开交通高峰和
拥堵道路，按照现场交通标志、标线指示和管理人员指
挥通行。在上述管制道路违反规定通行的，依法进行电
子警察抓拍和处罚。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2019年3月25日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关于3月30日、
31日对部分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的通告

4月1日 星期一
海曙 龙观乡：桓村一带,永超五金工具厂、龙观乡后隆

村经济合作社(5320216945)、龙观乡政府3号公变、新星缝纫
机零件厂(5320216288)、五龙潭芽菜(5320216725)、文邦电子
(5320216296)、梅树小区 1号配电室 1、2、3、4号公变、龙观乡
人民政府(5320216275)、龙观乡中心学校(5320216724)、养老
院专变(5320431134)、龙观翰升磁电厂(5320216293)、龙豪
健身器材(5320216238)、宏丰生物质燃料(5320323083)、龙观
林兴五金厂(5320216760)、五龙潭茶业(5320216297) (8:00-
11:00)石碶街道:横涨一号桥、横涨老年室、中国联合网络通
信、横涨村西教堂一带(8:00-15:30) 江北 孔浦街道海达
京汉（8:30-13:30）慈城镇云湖金沙砖瓦厂(8:00-15:50)

4月2日 星期二
海曙 洞桥镇：石臼庙村葛家、陈家山头等一带停电

(8:00-14:00) 江北 洪塘街道大郎家村一带、日星体育、金
陵实业、金亚工贸、甬尚服饰、通途投资(8:00-15:00)

4月3日 星期三
海曙 高 桥 镇 ：新 联 村 一 带 、产 业 生 态 建 设 集 团

(5002194953)、宁波市海曙区公路管理段(绕城高速)160KVA
(5320184282)、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移动)
30KVA(5318092264)、新后屠桥村一带、宁波市海曙区公路
管 理 段 ( 绕 城 高 速)160KVA(5320184286)、祝 家 桥 村 一 带
(8:30-16:00) 海曙 石碶街道：镜水村一带、崇光电器公
司、盛玛特公司、弘特电子公司、达人休闲公司、北渡村一带
(8:00-15:00) 江北 洪塘街道永峰刀片、森宝电池、洪塘建
筑(8:00-15:00)

4月4日 星期四
海曙 横街：广昇村一带(8:30-16:00) 江北 甬江街

道清湾庙一带（8:30-12:30）
增加：

3月25日 星期一
杭州湾新区 马中村部分地区 （12:30-16:30）
3月26日 星期二
杭州湾新区 海星村部分地区、永红园林工具、庵东镇海星

村经济合作社（8:00-15:30）
3月27日 星期三
杭州湾新区 红光机械、元祥村部分地区（8:00-14:00）
3月28日 星期四
江北 洪塘街道荪湖村一带(8:00-15:00) 杭州湾新区 爱

清静电喷涂厂、元祥村部分地区、宏兴村部分地区、振东村部分
地区 （12:00-16:30）

3月29日 星期五
江北 甬江街道河西村一带（8:30-16:20） 杭州湾新区

富北村部分地区（8:00-14:00）富民村部分地区（9:00-16:30）
3月30日 星期六
海曙 古林镇：豪铭 5318000343、春夏 5318000342、新中源

5320433705、新 中 源 5320426007、水 厂 5320149520、惠 多
5310603364、宏 润 门 窗 5320161997、旷 世 5310200464、宝 翎
5318033710、富亚达 5310200315、永红 5310200417、嘉乐大酒店
5320074495（8：00-15：30）古林镇：交通临时变 500219238、薛家
村一带、大成 5320045798、礼嘉桥一带、礼嘉桥经合社、五洲
5310602520（8：00-15：30） 杭州湾新区 新建村部分地区、江
南村部分地区、慈溪市庵东平衡器材厂、慈溪市西一摩托车配件
有限公司、慈溪市创鑫车辆零部件有限公司、慈溪市星星制带有
限公司、宁波杭州湾新区众康机械配件厂（8:00-15:30）

取消：
3月25日 星期一
江北 洪塘街道荪湖村一带(8:00-15:00)
3月27日 星期三
海曙 集士港镇:丰成菜场(8:30-16:00)
3月29日 星期五
江北 甬江街道清湾庙一带（8:30-12:30）

宁波供电公司
网址：95598.zj.sgcc.com.cn

计划停电预告

讣 告
宁波市人民政府原副秘书长戴志甫同志，因病于

2019年3月24日11时02分不幸逝世，享年78岁。

遵照本人生前嘱托，丧事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特此敬告戴志甫同志生前亲朋好友。家属联系电话：

13905741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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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包凌雁 通讯员
宋兵 毛沄芝）“吴爱图上央视
了！”昨天下午，央视新闻频道报
道了我市唯一农渡女船长吴爱图的
故事，让这位默默开船 30多年的女
船长突然成为宁波“红人”，她平凡
又坚守的故事也开始广为人知。

吴爱图是象山石浦“象农渡
98”号的船长，驾船的航行线路是
从石浦延昌码头到对面的铜钱礁

岛。不到 10 分钟的航程，她已经
开了 30 多年。这条航线，也是岛
上居民出岛的唯一交通线。

吴爱图就出生在铜钱礁岛，她
家 是 当 地 小 有 名 气 的 “ 渡 工 世
家”，她父亲曾是一名渡工。作为
家中长女，17 岁那年，吴爱图就
随父亲开船出海。船上的日子单调
乏味，吴爱图也心有不甘。可是，
渡船是整个岛上居民出行唯一的交

通工具，船不开，这个小岛就会跟
外面失联。

吴爱图的父亲一直到年老开不
动船才作罢，之后吴爱图又和丈夫
一起开渡船。夫妻俩共同相守在这
条小船上，直到 2016 年 12 月的一
天，丈夫去救一名落水的乘客，再
也没有回来……

吴爱图觉得天都塌了，“完全
没心思开船了”。这之后的多少个

日日夜夜，她辗转难眠。泪流干
了，她又回到了驾驶舱。30 多年
来，这个几平方米的驾驶舱差不多
就是她的全世界。从早忙到晚，每天
工作12个小时，中午只有45分钟吃
饭，煮个泡面或是到小店吃碗海鲜
米豆腐。

这条航线，吴爱图哪怕闭着眼
睛都能开。然而每次开船，她都像
第一次那样全心投入。从最兴盛时
每一趟载七八十人，到如今铜钱礁
岛只剩七八十位老人，吴爱图仍然
坚守在这条农渡船上。每天早上 6
点开行，一直到晚上 6点收班，一
天平均来回30多趟，一年365天不
间断，到现在运送了 450 万余人
次。

在海上航行，需要百分百的专
注和冷静，因为有时候会很危险。

“有一次涨潮了，一排船缆绳断
了，就直接漂过来了。当时潮水又
急，那排船直接压向我开的渡船，
当时我吓坏了，赶紧掉头，用尽全
力把船靠岸，所幸没事。”吴爱图
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还心有余悸。

渡船采用的是“以渡养渡”和
承包经营的模式，由于没有换班的
渡工，这么多年来，吴爱图不敢休
息一天。2018年8月，象山港航管
理部门对农村渡运实行了改革。改
革后，吴爱图从“个体户”变成了

“企业职工”，参照国企标准领取工
资、享受社保，彻底解决了后顾之
忧。

“工资收入增加了，还能保证
休息，这让我更加热爱和珍惜这份
工作。”吴爱图说。还有一年多，
她就可以退休了，“我想去看看外
面的世界，看看别的地方的渡工是
怎么工作的。”吴爱图双手轻抚方
向盘，笑着说。

30年摆渡450万人次

宁波唯一农渡女船长上了央视

吴爱图在驾驶舱。 （包凌雁 摄）

本报讯（记者吴向正 通讯
员陈海英） 今年 4 月 2 日是第 12
个“世界自闭症日”。昨日，市
慈善总会联合FM102.9宁波经济
广播、浙师大附属宁波四明中
学、海曙莲桥第幼儿园、宁波激
智科技股份公司、赛尔集团等爱
心单位共同举办了第五届“宁波
星宝家庭运动会”暨“爱相随·
伴你出行”无障碍出行活动。

自闭症又叫孤独症，多发于
儿童群体。自闭症孩子通常被称
为“星星的孩子”或“星宝”，
他们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人际交往
障碍。

昨日上午 9 时左右，3 组自
闭症家庭队伍分别在指定的海晏
北路、鼓楼、泽民地铁站集合，

通过展板摆放、发放资料等方式，
开展了自闭症宣传快闪活动。每支
队伍约有 10 人，除了星宝和家长
外，还有志愿者、主持人全程进行
网络直播。在这个过程中，星宝、
志愿者在直播主持人的带领下，以
实际行动宣传自闭症的相关知识，
并通过镜头真实地记录、呈现星宝
乘坐地铁的表现，倡导公众帮助星
宝实现“无障碍出行”。

10点左右，3支队伍全部完成
“出行”任务后成功到达运动场。
随后，星宝参加了混合接力跑、
双腿夹球、“摸石过河”、“水上
漂”等集趣味性和运动性于一体
的比赛项目。据悉，有 30 户星宝
家庭、500 余位志愿者参加了此次
活动。

爱心人士助星宝“无障碍出行”
30户星宝家庭参加活动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虞南） 上周末，甬城天气回
暖，百花盛开，到处洋溢出暖暖
的春意。昨天，市区最高气温回
升至16.3℃。桃花缀满枝头，玉蕊
楚楚；樱花次第开放，娇艳欲滴；
田野里油菜花随风起舞，蜜蜂在
花丛中忙碌地采蜜……市民纷纷
走向户外，拥抱这灿烂的春光。

晴晴雨雨，就是春天的本
色。从昨天傍晚起，雨水又重新
上岗了，好在本次雨量不大，今
天下午就会转阴天。

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 7
天，江南、华南阴雨日数较多，强降雨
时段在 27日至 28日、31日。预计 25
日之前，我国中东部地区气温偏低；
26日之后，气温整体呈上升趋势。

根据预报，今天阴有小雨，中
午前后转阴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
云。本周后期除 27 日至 29 日上午
有降水外，其余时段以多云或晴为
主。28 日前最低气温 7℃至 11℃，
最高气温逐渐回升，其中最高气温
26 日至 27 日在 20℃以上；28 日起
受冷空气影响，气温略有下降。

气象部门提醒，初春晴雨切换
频繁，气温起伏大，“春捂”还是
非常必要的，请大家及时增减衣
服，谨防感冒。

本周甬城晴雨相间
气温逐步回升

费伟华

昨日《宁波
日报》民生版报

道，目前，江北辖区内实行政府
定价、政府指导价管理的游览参
观点均已整改到位，相关景区售
票点进行了年龄标准公示，增加
了 6 周岁以下儿童免票的内容。
笔者不禁为年龄小身高长得快的
孩子欢呼，更为江北区检察院认
真负责的工作态度点赞。

在旅游景区未成年人的门票
是按身高还是按年龄收取，一直
是争论不休的问题。可是早在
2012 年国家发改委下发的 《关
于进一步落实青少年门票价格优
惠政策的通知》就明确指出，各
地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管
理的游览参观点，对 6周岁 （含

6 周岁） 以下或身高 1.2 米 （含 1.2
米） 以下的儿童实行免票。早有明
文规定，为何有些景点还会出现只
看身高的侵权现象？笔者以为，一
是有关部门缺少责任感，有了规
定，没有很好地贯彻和落实，揣着
明白装糊涂；二是消费者缺少了知
情权，吃了亏有时还以为是优惠；
三是缺少了较真的知法者，或事不
关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或担心
反映了也无结果，不了了之，使正
义得不到伸张。

江北区检察院维护未成年人合
法权益的做法，为我们提供了很好
的样板。我们期待相关部门能够以
点带面，尽快制定和完善相应的规
定，早日实现所有景区儿童门票年
龄标准的全覆盖。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期待景区门票
都有儿童年龄标准

记 者 王 岚
通讯员 林婷婷 顾东栋

3 月 22 日下午 2 点半，海曙区
水岸心境小区北门口的垃圾桶集中
收运点来了一辆环卫“其他垃圾”
收运车辆。车上下来的两位环卫工
人先细心地在车尾地上铺了地垫，
防止垃圾清运过程中的“跑冒滴
漏”，接着打开车尾后盖，将路边
的黑色垃圾桶两个两个地推送到车
尾，再通过机械操作完成桶内垃圾
的清倒。

仅十来分钟，由物业堆放在门
口的黑色垃圾桶全部清倒完毕，环
卫车辆接着又开往下一个小区收
运。据介绍，一辆环卫车可收运
60 桶垃圾，满车后开到双杨垃圾
中转站，经过中转站“打包”，最
终运往垃圾焚烧厂。

“这已经是‘其他垃圾’收运车第
二次来我们小区收垃圾了，‘厨余垃
圾’收运车一会也要来，也是一天两
趟。”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说。据海曙区
城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3 月 14 日
起，海曙区在全市范围内率先启动中
心城区居民小区垃圾分类二次收运
工作，目前已实现中心城区8个街道
全覆盖，本月底前还将扩大收运范围

至石碶街道。“目前清晨收运垃圾的
车辆已基本实现‘公交化’：定时定点
分类收运垃圾，接下来，下午的两趟
垃圾收运车在线路规划和优化完成
后也将逐步实现‘公交化’。”

“现在小区里垃圾停留时间少
了，垃圾桶太满导致桶旁乱堆垃圾
包现象很少看到，小区环境比以前
更好了。”小区居民姜辉满意地对
记者表示。

开展垃圾分类二次清运工作，
旨在减少垃圾长时间停留对小区环
境的负面影响。海曙区环境卫生服
务中心车队队长戴正国介绍，此次
二次收运工作还将原先 94 个自己
负责“其他垃圾”清运的小区也纳
入了环卫收运范畴，既减轻了居民
小区垃圾清运负担，又确保了垃圾
收运标准统一、规范有序。目前，
垃圾分类二次收运工作点位分别
为：“厨余垃圾”点位 251 个，核
定 2552 桶；“其他垃圾”点位 411
个，核定5693桶。

为保障垃圾二次收运质量和效
果，海曙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每天
配置了 36 名驾驶员和 32 名操作
工，同时积极与街道社区对接确定
收运点位，进行优化细分，形成合
理高效的收运线路。

海曙率先启动垃圾分类二次收运

近日，曙光中学东校区115班举办“垃圾分类我先行”主题班会。师
生们通过学生社会实践成果讲评、情景课本剧及快板书表演、垃圾分类现
场测试、家长互动采访等环节，全面展示了该班宣传、推广生活垃圾分类
实践方面的经验与成果。 （严龙 陈晓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