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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租房是为住房困难家庭提供
的保障性住房，按照规定，不得出
借、转租或闲置。但近日，网友

“宁波在江北”的一个帖文，让公
租房违规转租的乱象引发关注。

网友“宁波在江北”在帖子中
质疑：本人为外来务工人员，想租
江北区和塘雅苑的公租房，去房管
部门咨询，说没有房源。但我在中
介机构找房子时，听到中介说和塘
雅苑有公租房可以出租。这是为什
么？

4 天后，江北区就此回应：江
北区公租房因没有房源，目前暂停
受理引进人才、外来务工家庭的申
请。如开放申请，会在江北区政务
网上公告。可是，对于网友“为何
中介有房源出租”的疑问，江北区
没有解释。

据本地媒体报道，和塘雅苑小
区是我市首个集中建设的公共租赁
住房项目，小区共有 2101 套公租
房，分别为 40 平方米和 60 平方米
两种户型。小区于 2013 年交付，
按照当时租房原则，住房困难的本
地居民、引进人才和外来务工人员
都可以申请，租金较同类住房市场
要便宜许多。

带着网友的疑问，近日，记
者去实地探访。在和塘雅苑小区
门口记者看到，大门口的迎客石
上写有“和塘雅苑 公共租赁住
房小区”。在小区附近一家名为

“嘉多多不动产”的中介机构中，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和塘雅苑小
区有出租的房源，租金为 500 元
至 1800元不等。

记者以租房为由，联系了一个
发布租房信息的住户。该住户告诉
记者，这套房屋位于小区 10 幢 8
楼，两室一厅，电器、厨卫设施齐
全，租金每月 1800 元。如果想租
马上可以签合同，一签一年，7月
初就可入住。该住户还说，虽然规
定不能转租，但小区中这样转租的
情况非常多，不会出问题。

随后，记者通过 58 同城、安
居客等手机客户端查询，发现有很
多和塘雅苑小区的租房信息。记者
联系了几个近期在手机客户端上发
布租房信息的中介，多数被告知：
房子已经被租走，因为这个小区的
租金相对便宜，虽然房源不少，但

依旧非常紧俏。
“有的人外面买了房子，有的

则是到外地工作去了，他们把房子
转租出去，好增加一笔收入。”几
位小区居民告诉记者，“还有一些
人是觉得这里的房子太好了，自己
去别处租了更便宜的小房子，再把
这里的房子转租出去，赚取差价。”

记者还了解到，为了解决“保
障房住进不该保障的人群”问题，
和塘雅苑小区特别通过指纹加密
IC 卡来进行管理，住户进出小区
和楼幢单元门，均需刷卡。但是，
记者在采访中却发现，从大门口到
房间门口，所有的门禁系统都形同
虚设。

其实，和塘雅苑公租房违规转
租的情况早有发生。2015 年，曾
有媒体进行曝光，有人以便宜的价
格租下公租房，又以高价转租给外
人赚差价。对此，宁波市保障房管
理部门进行了清查，并清退了 6户
违规转租转借的承租户。除此之
外，市、区两级住房保障管理部门
还在当时表示，将加强对公共租赁
住房运营的监督管理，加大对违规
行为的查处力度。可是好景不长，
和塘雅苑的转租之风再起。

根据《宁波市市区公共租赁住
房管理指导意见》，公共租赁住房
只能用于承租家庭自住，不得出
借、转租或闲置，也不得用于从事
其他经营活动以及改变房屋用途。
为了防止这类情况发生，区住房保
障管理部门对承租家庭实行年审，
符合条件的，可以继续承租；保障
标准发生变化的及时进行变更并调
整租金补贴；不符合条件的，终止
合同并退出已租住的公共租赁住
房。但在采访中，转租户提出“至
少签一年租赁合同”的要求，让记
者对年审制度的执行力度和执行效
果感到担忧。

“违规转租行为不仅让公租房
失去了本应发挥的功能，还会损害
市民对公平的守望。”网友们期
盼，住房保障管理部门能严厉整治
和塘雅苑违规转租的乱象，同时举
一反三，在全市范围严查承租户转
租公租房、中介机构违规刊登公租
房招租信息等乱象，让公租房项目
更好地体现社会保障和公平。

（仇龙杰 傅钟中）

江北和塘雅苑公租房转租成风
网友期盼：切实加强公共租赁住房监督管理，严惩违规行为

宁波市现已形成以公共租赁
住房为主的城镇住房保障体系。
该住房保障体系将住房保障覆盖
到平均收入线以下的城镇住房困
难家庭和引进人才、外来务工人
员等新就业住房困难群体。

城镇居民享受住房保障的准
入条件为：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
积低于 18 平方米 （或户 36 平方
米），且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线。

引进人才准入条件为：在宁波
新就业的大学本科及以上毕业或取
得中级及以上职称的无房人员（部
分地区已扩大到大专及以上）。

外来务工人员享受住房保障
条件为：取得优秀外来务工人员
等荣誉称号或流动人员管理积分
达到一定分值的，在宁波稳定就

业的无房外来务工人员，具体分
值由各区县 （市） 属地确定。

我市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审核
分配管理均由各区县（市）及相关
功能区属地住房保障管理部门负
责，符合条件的家庭或个人可以向
属地住房保障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公租房实行常态化申请，具体申请
事项可扫描文末二维码，登录中国
宁波网民生 e 点通群众留言板咨
询。 （仇龙杰 傅钟中）

哪些人可以申请公租房？
相 关
链 接

◀

在中国宁波网民生 e点通群众
留言板上，轨道交通 3号线是近期
一大热词。大家期盼已久的这条新
线路昨日终于开通试运行了。在
此，记者特整理归纳网友最为关心
的 3 个关键词以及部门的权威回
复，与大家共享。

热词一：公共自行车接驳
市公交总公司：根据 《宁波

市轨道交通 3 号线一期及宁奉线
沿线公交接驳规划》 要求，3号线

沿线共有公共自行车接驳网点 27
个，建设桩位 950 个。目前 3 号线
沿 线 可 供 市 民 租 还 网 点 已 有 15
个。此外，由于轨道交通建设及
中兴路改造而停运的 12 个网点，
待道路条件成熟后，会尽早投入
使用。

热词二：公交线路调整
市交通运输局：轨道交通 3号

线一期工程涉及优化线路 16 条，
其中调整线路 14 条，新开线路 2

条。按照沿线道路通行、场站建设
进度等条件，分2019年、2020年2
个时间段逐步实施。

在运营时间方面，考虑到轨道
交通 3 号线运营时间是早上 6 点半
到晚上 10 点半，为配合轨道交通
运营，需要保证城区内每个轨道交
通站点至少有 1条公交线路首班早
于轨道交通半小时，末班晚于轨道
交通半小时。因此，共优化了 883
路、633路、513路、519路四条线

路的运营时间。
热词三：沿线P+R停车场
市交通运输局：轨道交通 3号

线一期现有 P+R 停车场共 3 处，
分别为鄞州客运总站、体育馆站、
大通桥站，规划在现状基础上再增
加 3 处 P+R 停车场，分别位于高
塘桥站、狮山站、和益站。同时还
将对大通桥站 P+R 停车场进行改
扩建。

（傅仲楠）

公共交通如何接驳
网友热问宁波轨道交通3号线

3号线站口
明辉路站

狮山站

姜山站

高塘桥站

句章路站

鄞州客运总站站

南部商务区站

鄞州区政府站

四明中路站

锦寓路站

钱湖北路站

仇毕站

儿童乐园站

樱花公园站

体育馆站

明楼站

中兴大桥南站

大通桥站

出入口（初定）
/

/

/

/

/

D出口

C出口

D出口

E出口

A出口

B出口

/

B出口

/

B出口

/

B出口

C出口

E出口

/

体育馆北门

C出口

体育馆南门

/

达升路农业银行旁

C出口

/

/

公共自行车网点
/

/

/

/

/

鄞州客运总站

宁波商会国贸中心

国骅大厦

欣达商务楼

鄞州商会大厦

鄞州住建局南

/

风格城事西

/

现代商城

/

樱花公园站北

樱花公园站南

华侨城西

/

体育馆北

/

体育馆南1

/

16城联邦

明晨大厦

/

/

实施年份

2019年

序号
1
2
3
4
5
6
7
8

线路编号
668路
361路取消，新增线路X2
81路
669路
881路
882路
134路
乌隘村专线

类型
调整线路
新增线路
调整线路
线路微调
调整取消
调整取消
调整线路
调整线路

优化线路起讫点
公交塘溪站-公交南部商务区站
永盛公司-万达广场东
公交火车站南广场-八工区站
公交紫郡站-公交胡家坟站
公交前河南路站-东湖花园东
公交嵩江西路站-东裕新村站
灵桥西-公交石家站
乌隘村-公交白沙中心站

实施年份

2020年

序号
1
2
3
4
5
6
7
8

线路编号
623路
新增线路X1
390路
895路
346路
微6
186路
155路

类型
调整线路
新增线路
调整线路（弱化竞争）
调整线路
调整线路
调整线路
调整线路
调整线路

优化线路起讫点
公交古林站-潘火高架桥站
常青藤小城-常青藤小城
镇海公路客运站-麦德龙站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公交高塘桥站
公交联勤站-公交大通桥站
公交大通桥站-公交大通桥站
公交前河南路站-奉化滨海社区
潘火高架桥站-阿育王

3号线站点

鄞州客运总站站、
南部商务区站、
鄞州区政府站、
四明中路站
儿童公园站、
樱花公园站、
体育馆站
体育馆站、明楼站、
中兴大桥南站

线路名称

883

633

513

519

起点站

宁波火车站南广场

宁波火车站南广场

永盛公司

公交梅墟北区站

起点站
首末班时刻
17:50-00:00

06:20-22:40

05:40-21:10

06:15-22:00

终点站

鄞州客运总站

小城春秋

体育馆

体育馆

终点站
首末班时刻
17:00-23:20

05:25-21:45

06:05-22:00

06:50-22:00

轨道交通3号线公共自行车网点分布 2019年、2020年公交线网优化调整方案

四条公交线路运营时间优化方案

6 月 29 日晚上，“大爱无限
传统甬恒”公益晚会在老外滩举
行。当天，也是中国宁波网民生
e 点通林萍微心愿工作室成立五
周年的纪念日，百余名志愿者和
市民一起度过了一个充满“爱”
的夜晚。

当天的晚会精彩纷呈、亮点
频出，引得众多市民前来观赏。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的义演节
目，都来自工作室的小小志愿
者，他们以歌曲、戏曲、舞蹈、
朗诵等形式，诠释“公益无小
事，童年就应该有态度”的公益
理念。

台上义演精彩纷呈，台下义
卖热闹非凡。在义卖摊位前，小
志愿者昊昊一边喊着“买一送

一”，一边挥手招揽顾客。一名小
朋友在买了玩具后问送什么礼
物，昊昊笑着说：“送拥抱啊，快
过来，我抱你。”话音刚落，两个
孩子就开心地抱在一起。

除了义演、义卖，林萍微心
愿工作室还邀请了不少非遗传人
到场，让市民朋友可以近距离

“触电”非遗之美。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中国宁

波网民生 e 点通林萍微心愿工作
室和太平洋寿险宁波分公司联合
举办。活动特别鸣谢宁波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宁波天伦
舞动坊舞蹈培训机构、宁波久舞
风华国际舞蹈、北仑银泰城港龙
国标舞等单位。

（张璐 仇龙杰）

志愿者、爱心市民齐聚老外滩

大型公益晚会精彩纷呈

◀ 小 小 志
愿者在舞台上
表演节目。
（仇龙杰 摄）

公益活动

▶图为热闹的义卖现场。
（仇龙杰 摄）

新车交购置税
什么时候截止

网友“小阿军”：请问国五新
车交购置税的截止时间是什么时
候？

市税务局：车购税的申报期
限是发生在纳税义务的 60 天内，
即发票开具日期后 60 天内缴纳，
超过期限按规定加收滞纳金，法
定假日不能在税务大厅缴纳。车
购税的申报与国五或国六没有关
系。

对于自助售卖机
我市是否有监管机制

网友“橘子酱”：对于自助售
卖机，我市是否有监管机制？

市市场监管局： 2019 年 5
月，浙江省市场监管局制定出台

《关于深化食品经营许可改革的实
施意见》，对自动售货设备食品经
营许可予以规范。明确“同一设
区市范围内，由食品经营者住所
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实施许可；
跨县 （市、区） 摆放的，实施许
可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自动售
货设备相关信息抄告摆放地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宁波市将根据

《实施意见》相关要求，加强食品
自动售货设备的监管规范。

徐戎安置房
何时可以动工

编号为“68455”的网友：
徐戎安置房何时可以动工？

鄞州区：徐戎新村安置房计
划于 2019 年下半年开工，预计
2022年竣工。

儿童包皮环切手术
咨询三个问题

编号为“68191”的网友：
1、儿童包皮环切手术是否一定要
使用一次性包皮环切吻合器？2、
如果不使用，会有什么后果？3、
如果要用的话，医院有提供吗？
价格多少？能否纳入医保？

市卫健委：包皮手术有传统
手术和使用吻合器手术两种方
式，使用吻合器可以缩短手术时
间，减少出血，比较适合儿童。
传统手术的费用医保可以承担大
部分；使用吻合器手术就需要自
费购买吻合器，价格在 1400元左
右，不能纳入医保。

中医院代煎的中药
是否有“二煎”

网友“阿斯塔纳”：代煎的药
都是只煎一次吗？有没有二次煎

煮的情况？
市中医院：我院均使用密闭

式压力煎药机代煎中药，与家用
砂锅煎煮法不同。密闭式压力煎
药机具有自动挤压功能，会对煎
煮的中药进行自动挤压 2 次。一
般情况下，经过密闭煎煮 30 分
钟、自动挤压 2 次后，药液已基
本提取完毕，无需二次煎煮。我
院严格按照 《浙江省中药饮片代
煎服务工作质量管理规范》 进行
规范操作。

甬江大道大修完成后
共有几个车道

网友“芝兰”：甬江大道 （中
兴路——世纪大道段） 大修后有
几个车道？

鄞州区：甬 江 大 道 （中 兴
路——世纪大道） 综合整治工程
完成后，南幅北幅车道标准宽度
为7米，双向四车道设计。

宁波禁摩区具体范围
以及相关处罚措施

网友“AT07”：请问一下宁
波禁摩的具体范围以及相关处罚
措施。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根据
规定，000-2400禁止摩托车
在中心区道路上通行。中心区是
逆时针由北环东路—北环西路—
机场北路—机场路—鄞州大道—鄞
县大道—东环南路—东环北路等道
路构成的封闭圈。禁摩规定适用于
中心区封闭圈内及沿线道路。 禁
摩区域内鄞县大道、鄞州大道、机
场路（鄞县大道—鄞州大道，地面
道路部分）、镇海庄市片区（329 国
道—宁镇公路—东环北路—北环
东路封闭圈内及沿线道路）为摩托
车通道，允许摩托车行驶。根据

《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 办法》 第七十五
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机动车违
反禁令标志指示的将依法处以记
3分、罚100元的处罚。

东钱湖小型机场
是否已经有建设规划

网友“448296506”：东钱湖
是否有规划建设机场？

鄞州区：根据 《浙江省通用
机场发展规划》，全省拟设置 50
个以上三类通用机场，用于完善
服务社会公益功能。《鄞州区综合
交通规划 （2017-2025） 》 编制
时结合东钱湖需求，在规划中预
先考虑在东钱湖设置 1 个三类通
用机场，主要为满足公益性需
求，为抢险救灾、公安巡逻、电
力巡线等直升机的临时性飞行提
供起降服务。 （海文）

部门回复精选

租 房 类
手机客户端
上有很多和
塘雅苑小区
的 出 租 信
息。
（仇龙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