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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海区 ZH07-08-12 地块已列入 2019 年度土地出让
计划。因地块出让需要，需在地块出让前对上述地块内的
电力、通讯、供水、排水、燃气、人防工程等设施进行排
摸，以确保该地块内地下无管线及相关设施。请相关权属单
位于见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到镇海区人民政府骆驼街
道办事处进行登记确认，逾期不予登记的，视作该区块内
相关设施迁移完毕，由此可能造成的后果由权属单位自行
承担。

附图：
联系人：金嘉伟、吴义兵
联系电话：86590611、86275369
联系地址：宁波市镇海区骆驼街道东开路222号

宁波市镇海区城市土地储备中心
2019年7月16日

镇海区ZH07-08-12地块地下设施登记公告

镇海区 ZH09-07-01g-1 地块已列入 2019 年度土地出
让计划。因地块出让需要，需在地块出让前对上述地块内
的电力、通讯、供水、排水、燃气、人防工程等设施进行
排摸，以确保该地块内地下无管线及相关设施。请相关权
属单位于见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到镇海区九龙湖镇人
民政府进行登记确认，逾期不予登记的，视作该区块内相
关设施迁移完毕，由此可能造成的后果由权属单位自行承
担。

附图：
联系人：叶喜成、吴义兵
联系电话：86530277 、86275369
联系地址：宁波市镇海区九龙湖镇龙源路7号

宁波市镇海区城市土地储备中心
2019年7月16日

镇海区ZH09-07-01g-1地块地下设施登记公告

镇海区蛟川街道东港河安置区块 1#地块已列入 2019
年度土地出让计划。因地块出让需要，需在地块出让前对上
述地块内的电力、通讯、供水、排水、燃气、人防工程等设施
进行排摸，以确保该地块内地下无管线及相关设施。请相关
权属单位于见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到镇海区人民政府
蛟川街道办事处进行登记确认，逾期不予登记的，视作该区
块内相关设施迁移完毕，由此可能造成的后果由权属单位
自行承担。

附图：
联系人：王恬、吴义兵
联系电话：86306814、86275369
联系地址：宁波市镇海区镇宁东路818号

宁波市镇海区城市土地储备中心
2019年7月16日

镇海区蛟川街道东港河安置区块1#地块地下设施登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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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江北区
委报道组张落雁） 昨天上午，经过
双休日的休整，莫志蔚老人继续为
公共钢琴找“家”。她冒着烈日酷暑，
一连跑了江北星街坊和老外滩两个
点，最终帮两架钢琴找到了“家”。

连日来，主动要求接收公共钢
琴的单位已超过 10 家，但莫志蔚
老人坚持好中选优，对安放地点的
选择非常谨慎。她说公共钢琴要让

过 路 人 “ 看 得 见 琴 、 听 得 见 琴
声”，放置街头最好，但到了寒冷
冬天或者连日阴雨，钢琴又必须移
至室内。如何做到“两全其美”？
莫奶奶在不断考察探索。

上午 9时许，烈日当头，天气
闷热潮湿，莫志蔚在记者的陪同
下，如约来到江北星街坊。星街坊
总经理王经奕带领招商、企划、物业
等部门负责人迎上前来，对莫志蔚
老人表示敬意和感谢。王经奕说，星
街坊是宁波音乐港的核心区，音乐
氛围浓厚，音乐资源也比较多。星街

坊为公共钢琴准备的安放点在中央
广场连廊处，虽然处于室外，但日头
晒不到，雨也淋不着。王经奕说，如
果连日阴雨，钢琴将就近安放到室
内。莫志蔚老人说，一架钢琴两个

“家”，这是个不错的选择。
随后，莫志蔚老人来到了老外

滩。宁波老外滩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推荐了三个备选点。莫志蔚老人最
终看中了原城展馆门口的空地，那
里面朝甬江，视野开阔，附近有多
个街头艺人集聚点，公共钢琴与周
围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相得益

彰。老外滩管理公司企划部谢铭可
说，如果冬天太冷，将考虑在就近
搭建一个玻璃房，给钢琴另外安一
个“家”。莫志蔚老人对这样的安
排十分满意。

算上星街坊和老外滩，已有五
架公共钢琴找到了“家”。莫志蔚
老人说，如果有合适的地方可以让
一架公共钢琴有两个“家”将优先
考虑，即天气暖和的时候放在遮风
挡雨的室外，天气寒冷可就近移至
室内。如果您或者您身边有这样的
地方，请在甬派给记者留言。

一架公共钢琴能否有两个“家”？
截至目前已有五架公共钢琴找到安放点

本报讯 （记者王博 通讯员
毛雯雯 宋文磊） 一家在社区开
了近 10年的早餐店，店铺即将因
拆迁停业，店家特意做了最后一
炉大饼，“只送不卖”，专门送给
环卫工人。

事情发生在本月 11 日下午，
店家名叫袁利兴，他做的大饼油
条颇受附近居民欢迎。当天，袁
师傅用心做了最后一炉大饼，然
后化身“外卖小哥”把大饼逐一
送给辖区的环卫工人，并和他们
告别，对他们多年来的付出表示
感谢：“辛苦了，先休息一下，吃

个大饼。”
说 起 为 啥 要 送 饼 ， 袁 师 傅

说，他每天早出晚归，早晨天没
亮，就看到环卫工人忙碌的身
影，晚上关店回家，环卫工人还
在扫马路、倒垃圾。“每次看到他
们，就会想到自己的不容易。但
我是为了自家生意而忙，而他们
是为了城市环境而忙，经常风吹
日晒雨淋。”

如 今 ， 曙 光 片 区 启 动 拆 迁
了，袁师傅的店铺也在征收范围
内，于是他决定关了店面“退
休”。但店中还剩下 30 公斤优质
面粉，袁师傅就想把这些面粉做
成“爱心大饼”，送给“城市美
容师”。面对采访，袁师傅有点
不好意思，他说：“把最后一炉
大饼送给‘城市美容师’，感觉
很有意义。”

早餐店停业前
最后一炉大饼送给环卫工

廖卫芳

记 者 从
北仑交警获
悉，最近春

晓发生一起电动自行车闯红灯和
汽车相撞事故，电动自行车骑行
者负全责，不但要承担自己的医
疗费，还要赔偿汽车车损。

在我们的印象中，如果行人
或非机动车因逆向、闯红灯等被
机动车撞伤或撞死，往往由机动
车司机“担责”。有些时候，机
动车司机明明没有错，但由于机
动车属于“强势”，而不得不为
交通事故“埋单”。交警部门在
处理这类交通事故时，也往往出
于行人和非机动车是“弱势”，
而在判罚时偏向于行人和非机动
车。可以说，这无疑给行人和非
机动车的交通违法行为“壮了
胆”。

其 实 ， 按 照 我 国 道 路 交 通
安全法规定，非机动车必须遵
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等待信
号灯时，在非机动车停止线或
者 待 驶 (转)区 内 顺 序 等 候 。 同
时 ， 对 行 人 也 有 明 确 的 规 定 。
可见，对非机动车、行人，其
违反交通规则行为还是有法可
依的。

此次，北仑交警依法认定骑
电动自行车闯红灯被撞负“全
责”，这个判罚无疑具有一定的警
示意义，是一堂实实在在的法制
教育课。它不仅再次提醒非机动
车或行人，过马路不按照交通信
号灯指示通行一样要受到处罚，
甚至是刑法处罚。

相信，“骑车闯红灯被撞自负
全责”的判罚，一定会得到更多
人的点赞和好评。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骑车闯红灯被撞自负全责”
具有警示意义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邬静波 徐晓彤） 今年全国高职扩
招百万，宁波首场面向社会人员高
职招生昨在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和宁
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开考！

35 岁的周苗苗是镇海人，已
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她报考了宁
波职业技术学院的物流管理专业。
她希望自己能顺利考上这所心仪的
学校，为没有上大学这一遗憾画
上句号。和她一起走进宁波职业
技术学院考场的共有 44 人，她最
为年长，最小的 19 岁，男女比例
2321，考生可报考物流管理和
电子商务两个专业。

在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的考
场，上午 9 时半，考生陆续进入。
32 个 报 名 者 中 ， 年 龄 最 大 的 38
岁，最小的同应届高考生年龄相
仿，其中“98 后”考生为主力，
占七成。宁波户籍或在宁波就业生
活的考生占五成。

1982 年的杜水平是今年考生
中年龄最大的，创业十余年，经营
着一家计算机公司。他告诉记者，

他一直在自学提升学历，这次若能
录取，对他评软件工程师、入选专
家库有很大帮助。

记者了解到，这些社会考生有
着非常明显的特点：思想成熟、职业
规划清晰、相比应届高考生更渴望
上大学。他们从事的职业种类很多，
有销售人员、幼儿园教师、护士等。

当天下午，全体考生参加了
相关考试，以面试为主，主要考
查学生对专业的认知度、基本的语
言组织和表达能力、素质素养等。
根据省考试院规定，25日前完成所
有录取工作。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和宁波城市
职业技术学院是我市首批高职扩招
试点单位。宁波城市职院招生与就
业指导中心陈烽老师说，作为首批
试点院校，该校将针对扩招生源的
特点和需求，人才培养方案会更加
灵活，依据“标准不降、模式多元、学
制灵活”的原则，实行单独组班、分
类教学、分类管理、弹性学制，创新
教学组织方式，实施现代学徒制培
养模式，以确保人才培养质量。

宁波首场面向社会人员高职招生昨开考
76人走进考场欲圆大学梦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的考试现场。 （蒋炜宁 邬静波 摄）

本报讯 （记者陈敏 通讯员
陈君艳） 7 月 12 日，宁波开始进入

“三伏天”。与之相对应的，宁波各医
院的“三伏贴”也开始变得火热异
常。仅孔浦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天就接待市民100多人。

随着市民对养生保健越来越重
视，每年入伏后贴“三伏贴”的市民
也逐年攀升。据了解，市中医院2017
年贴敷达96247人次，2018年贴敷达
97648人次，呈逐年攀升趋势。

冬病夏治对中医师的临床经
验、中医理论要求非常高。一是有
严格的适应病症，二是药材加工、

穴位选择和定位上有不同的要求，
所以建议市民选择正规医疗机构接
受冬病夏治。

今年市中医院共有 13 个科室
开展“冬病夏治”，较往年增加了
4个。每个科室针对不同的病证采
用不同的配方，有的科室配方多达
7种，并且根据患者自身情况，选
取相应的穴位。冬病夏治的穴位敷
贴一般选择从夏至到秋分，每隔 7
至10日敷贴一次。

相比往年同期，今年的三伏天
气温相对较低，有时还下雨，但是
市民前来贴敷的热情却丝毫没有减

退。
那么，这样的天气究竟是否影

响三伏贴治疗效果呢？宁波市中医
院治未病中心主任刘宏飞博士介
绍：“三伏是一年之中阳气最旺盛
的时候。今年入伏季节气温相对偏
低，但人体阳气还是会应时而动，
因此不会干扰三伏贴的效果。”

但“三伏贴”并非人人适合，
据专家介绍，疾病发作期、孕妇、
2岁以下的儿童、皮肤过敏者、皮
肤有疥疖疱和破损者、疤痕体质、
严重心肺功能疾患及中医辨证属阴
虚火旺者不宜采用。

伏天到，冬病夏治忙

市中医院“三伏贴”一年接待近10万人次

【紧接第1版】 邹立群带领技术团
队，在“移动微法院”创新引入区
块链技术对标准签名进行防伪，确
保电子签名不被篡改，攻克了这一
难题。

“操其要于上，而分其详于
下。”邹立群以“操盘手”身份挂图
作战，主持召开论证会 60 多次，征
求意见建议 7000多条，推动形成移
动诉讼服务、智能办案、同步公开、
司法协同等四大平台，让“移动微法
院”实现了质的飞跃。

去年 1月，宁波两级法院全面
上线运行微信小程序“宁波移动微
法院”。“传统诉讼模式下，法院是
当事人参与诉讼的主要场所，只有
改变这种诉讼模式，才能实现司法
领域的‘最多跑一次’。我们的努
力就是要将全部诉讼流程迁移至手
机，让当事人不受时空限制，体验
指尖司法。行动不方便或者异地当
事人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打官司，真
正实现零在途时间和零差旅费用支
出。”邹立群说。

物有甘苦，尝之者识；道有夷
险，履之者知。为了研发全国版，
邹立群和研发团队并肩作战，“白
加黑”“5+2”成为常态，以“拼
命三郎”般的干劲和斗志投入 4.0
全国版研发。

在全市两级法院和整个团队的
共同努力下，“宁波移动微法院”
4.0 全国版研发如期成功，并于去
年 8 月上线试运行。今年，“宁波
移动微法院”走出浙江，向全国
12 个省 （区、市） 推广，借助人

脸身份识别、电子签名、音视频传
输等技术，实现了民商事一审、二
审案件从立案、缴费、证据交换、
诉讼事项申请、笔录确认、诉前调
解、移动庭审、电子送达、沟通交
流，到执行立案、终本约谈、线索
举报、外勤采集等全流程在线流
转，让群众打官司“最多跑一次”
甚至“一次不用跑”成为可能。

据了解，“宁波移动微法院”
访问量超过 6078 万次，应用案件
近 25 万件。为每名当事人节约旅
途用时2小时至10小时，节约差旅
成本近千元，获得群众普遍点赞。

推动司法改革行稳致远

“我愿为十方人做桥，悉令踏
我得度。”是邹立群的微信签名。
这也是他磨砺理想信念、勇于实干
担当的人生写照。

作为全市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
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他以遵循规
律的科学精神、有勇有谋的胆识智
慧，推动司法改革行稳致远。

法官一年能办多少案子？如何
科学评价法官工作业绩，是法院系
统长期以来难以形成共识的难题。

“案多人少”因此也是困扰全国法
院的普遍现象。

涉浅水者得鱼虾，涉深水者得
蛟龙。邹立群联合宁波大学开展专
题调研，以数学的精细化思路，形
成了《关于法官办案适度工作量测
算的调研报告》。

他以办案工作的主客体时间相

对应为理论出发点，计算案件需花
费的时间与法官有效办案时间之
比，来确定法官办案工作量饱和
度，从而测算法官办案适度工作
量。

这一创新模型，在全市法院员
额法官选任配置和内设机构改革人
员调整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
司法改革奠定坚实基础，被称为

“宁波模式”，发表在最高院《决策
与参考》上。

有勇有谋、蹄疾步稳，他建立
干部个性化档案，为司法改革提供
坚强保障。面对员额比例受限、许
多法官不能入员额等困难，邹立群
亲上一线，组建四个考察组，对全
体在编人员逐个进行谈心谈话，对
每位干警个性特点、优缺点进行精
准描像，建立个性化档案，最终确
保了改革不断、工作不乱、人心不
散，顺利完成了全市法院首批次员
额套改及两批次员额法官入额遴选
申报和考试考核工作。

使命在肩、初心如磐。邹立群
始终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 在总结
基层经验基础上，他创建了党建常
青品牌——“小巷法官”，组织青
年干警利用周末业余时间服务基
层、服务群众，该品牌先后获得

“宁波市工人先锋号”“宁波市最佳
志愿服务项目”“全省志愿服务项
目大赛银奖”等荣誉，目前服务社
区超过 500个。在他的努力下，市
中级人民法院在去年度市机关党建
考核中排名第一，被评为全市作风
建设先进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