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门地段苍松路住宅地块项目（翡钰府）前期物业管理服务以公开
招标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1、招标单位：宁波瑞欣置业有限公司；
2、项目概况：
名称：南门地段苍松路住宅地块项目（翡钰府）；
类型：住宅及配套商业；
项目总用地面积：12987.00㎡，总建筑面积：45701.25㎡，其中地上建

筑面积：29397.21㎡，地下建筑面积：16304.04㎡；
位置：项目位于宁波市海曙区南门地段，东至咏归路，西至苍松路，

南至常青路，北至规划道路。
3、投标对象：投标人有通过前期物业招投标获取单项4.5万平方米

以上规模的住宅项目的合同业绩。
4、报名日期：投标申请人请于2019年6月25日上午830－1030，

携以下资料到海曙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报名（其余时间不予受理）：
（1）投标申请书；（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3）企业概况及企业所

属地物业主管部门提供的物业企业信用档案证明、企业有通过前期物业
招投标获取单项4.5万平方米以上规模住宅项目的合同业绩（提供项目
所在地物业主管部门出具的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备案证明）；（4）拟派
出的项目负责人简历、学历（本科及以上）、全国注册物业管理师证、信用
证明、身份证、单项4.5万平方米以上规模的住宅项目管理经验（提供项
目所在地物业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5）社保机构出具的能体现项目负
责人已经缴纳最近连续三个月社保的社保缴费证明（加盖缴费证明专用

章或社保机构单位章或可通过扫描二维码读取相关信息的网页打印件，
社保机构出具的缴费单位名称必须与投标人名称一致，如为分公司单位
名称视为与投标人名称一致）；曾以拟定项目经理身份参加前期物业管
理招投标且目前尚任中标项目前期阶段项目经理的，不得再拟任本项目
的项目经理；（6）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的，需提交授权委托书；（7）投标
承诺书；（8）本市行政区域外的物业企业参加报名时需提交《外地物业服
务企业进甬登记备案表》；（9）获招标人推荐的需提交招标人出具的推荐
书；（10）投标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不得为失信被执
行人。招标单位对投标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失信信
息进行现场查询（具体以报名当天“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
cn查询为准），若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则否决其报名。若在报名当天因不
可抗力事件导致无法查询且一时无法恢复的，可在报名截止三天内对资
格预审合格的投标单位进行事后查询，如资格预审合格的投标单位为失
信被执行人的，则取消资格预审合格资格，若合格投标人不足三家，则重
新招标；（11）经现场资格预审合格的投标单位于资格预审当天11:30前，
向物业招标办指定账户交纳壹万元投标保证金，并提交银行回单原件。

所有复印件材料加盖企业公章，原件（可通过扫描二维码读取相关
信息的视为原件）备查。

若投标单位超过5家，则由公证人员监督、招标单位抽签决定不多于
5家物业服务企业竞标。

5、联系人：金老师 联系电话：0574-87214995
联系地址：宁波市海曙区府桥街15号（恒隆中心副楼3楼）

南门地段苍松路住宅地块项目（翡钰府）前期物业管理服务招标公告

截至 2019 年 6 月 17 日，本市海曙、鄞州交警大队依法扣
留超过 30日尚未接受处理的机动车共计 849辆（其中海曙大
队 369 辆，鄞州大队 480 辆），非机动车 160 辆（其中海曙大队
130 辆，鄞州大队 30 辆），请当事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 个
月内（非机动车6个月内），持本人有效身份证明、被扣留车辆
的合法证明、应当补办的相关手续到《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
制措施凭证》上规定的地点接受处理或认领。逾期仍不接受
处理或认领的，本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
条例》第一百零七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
一百七十一条等相关规定依法予以处理。

扣留机动车的车辆类型、车身颜色、车辆牌号、扣留单位及
扣留时间、地点，请登录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互联网交通安
全服务管理平台—交通管理公告栏（网址:ngb.122.gov.cn)查询。

特此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2019年6月18日

关于敦促当事人处理车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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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傅钟中 易民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杨梅季，除
了果园里，小区、公园中的观赏性杨
梅树也硕果累累。不少市民面对此
情此景总是“手痒痒”，想摘一颗尝
尝鲜。但也有网友对此深表忧虑，这
些果子是否喷洒了杀虫剂？如果采
食，是否会中毒？

昨天，就有网友在中国宁波网
民生 e 点通群众留言板发帖反映，
镇海区保利城物业对小区内的杨梅
树全部喷洒了农药，虽然物业在树
上挂了提醒牌，但居民们还是认为
存在安全隐患。万一有贪嘴的马大
哈或淘气的孩子没有看到提醒，随
手摘取并食用，怎么办？

记者从宁波市园林局了解到，
相似的安全隐患不仅存在于小区
中，还存在于我市的公园以及景观带

上。为美化环境，这些地方种植了不
少观赏性果树。除了杨梅树外，较为
常见的品种还有香泡树与红叶李。

“为了防止病虫害，养护单位难
免会使用农药，如果随意摘食，会对
身体产生伤害。”宁波市园林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他们会在建设单位进
行绿化方案备案时，建议不种植与
食用果实形态相近的观赏性植物。
同时，还要求养护单位使用毒性较
低的农药，在喷洒时间和用量上进
行把控，但尽管如此，还是会存在一
定的安全隐患。为此，他提醒市民，
特别是家长，要教育并管好自己的
孩子，切莫采食可能残留农药的小
区公共场地、公园和绿化带上的各
类果实。

发现身边不文明，请您继续通
过以下方式反映：

1、拨打热线81850000
2、微信搜索“nb81850”，关注后

直接留言
3、登录中国宁波网民生e点通

很多喷洒过农药

路边的观赏性野果请别摘

镇海区保利城小区内的杨梅树挂上了“提醒牌”。 （引自网友帖文）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虞南） 新的一周在绵绵细雨中
开场，气温有所下滑，昨天市区
最高气温降至27.1℃。昨天，市
气象台发布消息，随着副热带高
压加强北抬，冷暖气流将在我市
附近交汇，未来 10 天我市进入
降雨集中期，甬城正式入梅。

南方地区将迎来雨水“车轮
战”。根据预报，我市本周除周
六后期到周日多云外，其余时段
多降水。其中，18 日到 19 日有
大到暴雨，雨量可达 50 至 70 毫
米，局部100毫米以上；21日前
后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近期
我市气温稳定，最低气温 19℃
至23℃，最高气温24℃至28℃。

气象部门提醒，未来一段时间
我市降水集中，出现短时强降雨的
可能性大，请大家注意防范可能引
发的城乡积涝、中小流域洪水、山
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此外，进入梅
汛季节后，空气湿度增大，容易发
生霉变，请大家予以关注。

又讯（记者何峰 通讯员任宓
娜） 我市昨日入梅。随着雨季的到
来，我市水利部门全力备战梅汛期。

从 3 月初开始，市水利部门就
开始组织力量开展安全度汛大检
查。截至目前，全市已出动 2467 人
次，检查各类工程及单位 3365 个，
对确定的防汛重点和具体隐患，制
定应对方案、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整
改落实、堵住隐患源头。

甬城昨日入梅
今明两天有大到暴雨
水利部门全力备战梅汛期

本报讯（记者王佳 通讯员
梅薇） 记者昨日从市民政局获
悉，我市出台了《关于调整特困
人员基本生活标准的通知》，提
高 我 市 特 困 人 员 基 本 生 活 标
准。调整后的全市特困人员平
均基本生活标准达到每月 1513
元，惠及全市 3700 余名特困人
员。新标准从 2019年 4月 1日起
执行。

特困人员是指具有本市户籍
的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且无
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
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
的老年人、残疾人以及未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
据悉，此次调标是贯彻落实

《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实
施意见》精神，将特困人员基本生
活标准按不低于上年度当地城镇居
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 50%确定，
市民政局和市财政局根据国家统计
局宁波调查队提供的 2018 年宁波
市各区县 （市） 城镇居民人均生活
消 费 支 出 统 计 数 据 确 定 各 区 县

（市） 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并
经市政府批准后予以发文实施。

我市调整后的特困人员基本生
活标准目前居全省前列。

我市提高
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
惠及3700余人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赵
蔚） 又到一年杨梅成熟季。杨梅美
味，可因采摘杨梅导致的意外却频
频发生。记者昨日从宁波六院获
悉，仅上周日一天，该院就接诊了
因采摘杨梅导致脊柱骨折的患者 8
例，其中2例瘫痪。

16日上午8时多，张先生和朋
友一起在九龙湖山上游玩，恰巧看
到路边有几株野生的杨梅树，张先
生爬上树想摘几颗尝尝鲜，不曾想

脚下的树枝突然断了，一下子从 3
米多高的树上摔了下来，被立刻送
到镇海当地医院治疗，并于当天下
午转入宁波六院。接诊的董伟鑫医
生说，张先生入院时胸腰段骨折脱
位伴脊髓损伤，脐平面以下运动感
觉功能丧失，大小便失禁，将接受
手术治疗。如果手术顺利，张先生
可以保持坐姿，但站起来行走的可
能性很小。

余姚的谢大伯更是不幸。16
日下午 4时多，他在采摘自家杨梅
时不慎从杨梅树上跌落，村民们立
刻把谢大伯送到余姚当地医院，急
诊处理后，谢大伯被送到了宁波六
院脊柱外科，被诊断为高位截瘫。

目前他尚未脱离生命危险，正在
ICU接受治疗。董医生表示，谢大
伯的情况不太乐观，医院将尽全力
救治。

此类因采摘杨梅导致的脊柱骨
折病人，宁波六院仅周日一天就收
治了 8例。而昨天，宁波六院急诊
又收治了 6例因采摘杨梅而摔伤的
患者，其中1例瘫痪。

宁波六院脊柱外科主任马维虎
医生表示，每年杨梅季节会有不少
市民因采摘杨梅受伤骨折，随着杨
梅成熟，接下去因此受伤的市民可
能还会增多。马主任提醒，由于杨
梅树枝较脆，市民采摘时最好不要
爬到树上，以免树枝断裂导致跌落

受伤。如果不幸摔伤，一定要注意
以下几点：

摔到地面时，先尽量不要随意
搬动病人，如果患者头部着地，容
易引起颈椎骨折，搬运时要注意固
定患者头部；如果双手先着地，容
易引起手臂多处骨折，最好就地取
材，用木棍、树枝固定后搬运；如
果双足着地，则容易引起腰椎、双
下肢骨折，用较长的木棍固定骨折
部位；对腰痛明显患者，要平行搬
运，避免骨折部位移位而压迫神
经。一旦发现有人摔下来倒在地上
不能动弹，千万不要随意搬动，因为
脊柱骨折后，脊髓神经容易受压，随
意搬动极易造成二次伤害。

爬树摘杨梅，小心摔骨折！
宁波六院两天接诊14例

每年的 6月份是蚊子出没的高
峰期，蚊密度为全年最高。日前，
海曙区月湖街道组织专业灭蚊人员
在绿化带等易孳生蚊虫的公共区域
进行消杀灭蚊工作，同时社区党员
志愿者翻缸倒罐清理积水容器，清
除蚊虫孳生地。

（刘波 沙燚杉 摄）

灭蚊
总动员

本报讯（记者余建文 通讯
员缪旭娜 王寅捷） 昨天，奉化
力邦社区里发生惊险一幕：一名
男孩悬挂在二楼窗户下方，进退
两难。好在街道城管队员及时发
现，将男孩安全解救。

当天下午 3 时 45 分，奉化
西坞街道行政执法中心队员李
汉江在办公室办公时，无意中
一抬眼，发现对面力邦社区一
宿舍楼二楼，有个男孩悬挂在
窗户下方，身子贴着墙正挣扎

着往上攀爬，可怎么也够不到窗
沿。

李汉江立马大叫:“不好，太
危险了，必须马上过去营救！”执
法中心安排了一名女队员，对男孩
隔空喊话，安抚他的情绪，一边派
人上楼营救。执法队员从窗口探出
身子，抓住男孩双手，合力把孩子
拽了上来。被救男孩受了惊吓，脱
困后，执法队员又对其进行安抚和
教育。

据了解，该男孩今年 10 岁，
住在力邦社区。当天，他不小心将
一件玩具掉落在二楼平台上，他通
过窗户爬到平台捡拾玩具。可返回
时，因身高不够无法攀上窗户，被
困在平台上进退两难。

10岁男孩被困二楼阳台
西坞城管队员合力营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