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保障 2019 年 G329 杭朱线北仑段（K213+022-
K216+400）路面中修工程施工的顺利实施，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公路安全保护
条例》第五十一条有关规定，决定自 2019年 7月 30日起，
对 329国道 K213+022-K216+400（碧秀山庄至通山连接
线）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分段半幅封道半幅通行，逐
段推进，工期2个月，雨天顺延。

请车辆、行人提早规划好出行线路，途经该路段时服
从现场交通管理人员指挥，遵照现场交通标识指示安全通
行。不便之处，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

特此公告。
宁波市北仑区公路管理段

北仑区交通警察大队
2019年7月24日

2019 年 G329 杭朱线北仑段
（K213+022-K216+400）路面
中修工程施工交通管制公告

各相关单位：

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宁波市城市建设档案馆拟

对 1985年至 1998年收取的城建档案保证金进行集中清

退。请至今未收回保证金的相关建设单位，在 2019 年 9

月1日前尽快与宁波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取得联系。

联系人：许文辉、倪妙玲

联系电话：89180993、88358035

联系地址：宁波市鄞州区河清南路26号（一楼大厅）

宁波市城市建设档案馆

2019年7月25日

关于清退城建档案
保证金的通知

为保障环城北路(孔浦支路-梅竹路)道路工程的顺利
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
之规定,决定自2019年7月30日起至2019年10月31日止,
对环城北路及周边道路交通组织进行调整,具体措施如下:

一、禁止机动车在环城北路(孔浦支路-梅竹路)上双
向通行。受限车辆可绕行中官新路、梅竹路、大庆北路等
道路;

二、为配合环城北路(孔浦支路至梅竹路段)施工封
道,根据相关交通组织方案,为保证公交线路正常运营,拟
对 8 路等 11 条公交线路实行临时改道运营,具体方案如
下:

(一)、汽车东站至工程学院东校区(永安公交)的8路、
澄浪社区至甬江外漕的 812路公交线路双向临时改道运
营。

1、改道走向:环城北路孔浦支路口后双向改走孔浦支
路、大庆北路、大庆北路环城北路口后恢复原线运营。

2、双向撤销部分环城北路走向。
(二)、公交梅竹路站至潘火高架桥站的 522 路、公交

梅竹路站至公交梅竹路站的微 6路公交线路双向临时改
道运营。

1、改道走向:梅竹路中官新路后双向改走梅竹路、梅
竹路环城北路口后恢复原线运营。

2、单向增设:梅竹路中官新路口站。
3、双向撤销中官新路、部分环城北路走向及中官新

路梅竹路口、孔浦中学站。
(三)、公交清河站至公交梅墟北区站的 25路、庄桥火

车站至工程学院东校区(永安公交)的 31 路、公交白沙中
心站至公交招宝山站的341路、宁波火车站北广场至公交
招宝山站的 371 路、宁波火车站北广场至炼油厂的 380
路、宁波客运中心至工程学院东校区的523路公交线路双
向临时改道运营。

1、改道走向:环城北路中官新路口后双向改走中官新
路、梅竹路、梅竹路环城北路口后恢复原线运营。

2、双向增设:中官新路梅竹路口站。
3、双向撤销部分环城北路走向及孔浦中学站。
(四)、半路凉亭(轨道孔浦站)往公交联勤站方向的

346路公交线路单向临时改道运营。
1、改道走向:孔浦支路环城北路口后单向改走环城北

路、中官新路、梅竹路、梅竹路环城北路口后恢复原线运
营。

2、单向撤销部分环城北路走向。
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配合现场交

通管理人员指挥,遵照现场交通标识指示通行。
特此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宁波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中心

宁波市公共交通客运管理局
2019年7月25日

关于环城北路(孔浦支路-梅竹路)道路工程施工期间交通组织调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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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文件
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奉化区莼湖镇和尚田镇行政区划调整的批复

（甬政发〔2019〕35号） …………………………………………………（3）

市政府办公厅文件

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宁波市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的通知

（甬政办发〔2019〕47号） ………………………………………………（3）

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宁波市中心城区污水治理五年行动计划

（2019-2023年）的通知

（甬政办发〔2019〕48号）………………………………………………（12）

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

工作的通知

（甬政办发〔2019〕49号）………………………………………………（16）

部门文件
宁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宁波市财政局关于公布2019年度宁波市
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目录（标准）的通知

（甬人社发〔2019〕48号）………………………………………………（23）
宁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宁波市财政局关于公布2019年度市级统
筹区紧缺职业（工种）高技能人才岗位补贴目录和做好岗位补贴申报工作
的通知

（甬人社发〔2019〕49号）………………………………………………（26）
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宁波市文化广电
旅游局关于印发《宁波市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内集体土地上历史建筑流转暂
行办法》的通知

（甬自然资规规〔2019〕1号） …………………………………………（29）

因我部前期发布 《91576 部队 1902 工程施工招标

公告》后，合格报名单位不足5家，现延长报名时间5

日历天 （2019 年 7 月 26 日至 2019 年 7 月 30 日)，详见

宁波日报2019年7月17日、18日其余版。

招标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91576部队

联系人：石晟 （工程师）

电话：13566628616 0574—87552801

地址：宁波市江北区倪家堰路699号

91576部队

91576部队1902工程施工招标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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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25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曹爱方

本报讯（记者俞永均 通讯
员魏文志） 在国家和省市一系列
组合拳的共同作用下，民营企业
发展环境持续提升。据“全省民
营企业发展环境调查问卷”最新
调查数据显示，在投资发展的诸
多要素保障中，民营服务业企业
对政府还有四大期盼，希望进一
步扩大减税降费空间、进一步拓
宽企业融资渠道、进一步优化用
工环境、进一步引进人才。

针对调查问题“在企业投资
发展的要素保障方面，你希望当
地 政 府 在 哪 些 方 面 进 一 步 着
力”，在我市被抽中的 532 家民
营服务业企业有效样本中，261
家企业选择了税费，占有效样本
总数的 49.1%；179 家企业选择

了融资，占比为 33.6%；172 家企
业 选 择 了 用 工 ， 占 比 为 32.3% ；
134 家选择了人才引进，占比为
25.2%。

在“你认为以下哪些举措在减
轻企业税费负担方面成效明显”这
一调查问题中，384 家企业选择推
进增值税等实质性减税，368 家选
择小微企业、科技型初创企业实施
普惠性税收免除，分别占全部有效
样本的 72.2%和 69.2%。从调查数
据可以看出，政府在推进民营企业
扶持政策方面，应该向差异化、选
择性普惠和功能性转变。

调查显示，政府减税降费政策
从以往的主要针对小微企业到目前
一定规模的企业受益，已成为规模
以上服务业企业的最佳受益政策。

“全省民营企业发展环境调查问卷”调查数据显示

宁波三分之一民企
希望拓宽融资渠道

本报讯（记者王佳 通讯员刘
俊）军嫂尹小雅入职网络招聘顾问
工作已有半个多月。能实现灵活就
业，又能照看孩子，尹小雅觉得这
是面向未来的一个很好的开始。

随军家属就业安置工作，关
系到部队长远建设和国防巩固。
为更好地解决随军未就业家属的
就业难题，创造更多的就业机
会，宁波积极探索新路径。今
年，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东部战
区海军政治工作部“牵手”宁波
杰博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创建

“互联网+共享经济=灵活劳务”
的军嫂就业创业新模式。

“我们先前进行了大量实地
走访，赴部队召开军嫂座谈会，
深入了解目前随军家属在就业问
题上遇到的困难和需求。”据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一些随军家属跟随部队驻扎
在海岛边防，存在就业渠道相对
单一等问题，她们要求融入社会
的主观愿望十分强烈。新时代军
嫂的知识学历也普遍提升，其中

不乏“985”“211”高校毕业生。
这次探索军嫂就业新路径，以

92858 部队作为试点单位，借助
92858 部队军嫂支部，为军嫂量身
定制全职、兼职、不定时等多种互
联网网上平台灵活劳务岗位，以解
决随军后较长时间不工作与时代脱
节的问题，增强军嫂职业自信并发
挥专业技能。

5 月初至今，杰博人力资源有
限公司已为 92858 部队 200 余位军
嫂提供专业就业服务，为 80 余位
军嫂提供职业咨询服务，推出 8种
岗位的灵活就业。其中，网络招聘
顾问职位已签约，并已取得劳务承
揽费，英文网络编辑岗位、网络会
计服务已成功对接，其他岗位也得
到军嫂的积极响应。杰博还在军嫂
驻地进行针对性培训，精准对接岗
位需求，量身定做培训内容。

据悉，根据新的发展形势和要
求，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将继续整合
各方资源，进一步创新内容和形式，
推动军嫂就业创业服务向纵深发
展，更好解决部队官兵的后顾之忧。

宁波探索军嫂就业新路径

近日，税务人员走进辖区被查企业，了
解生产经营情况，认真听取反馈意见，受到
企业好评。据介绍，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积
极开展“查后回访”，以规范企业纳税行为，
提升纳税人满意度。 （董娜 沈枫 摄）

“查后回访”
受好评

本报讯（记者杨绪忠 通讯员
廖鑫） 昨天下午，在奉化长汀云庐
建筑工地现场，工人们挥汗如雨地
砌着新型墙体材料——保温陶粒发
泡混凝土砌块。据介绍，这种新型
墙体材料由河底淤泥、建筑渣土、
粉煤灰等建筑废弃材料制成。

“现在，我们的工地用这种新
型墙体材料取代了传统的砖块。这
种新型墙体材料质量好、节能保
温 ， 还 能 节 省 15% 至 30% 的 成
本。”奉化长汀云庐项目负责人向
记者介绍。

记者从市住建局获悉，随着我
市城市化步伐不断加快，产生的海
量建筑垃圾已成为城市之痛。“提
高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让建筑
垃圾变废为宝，是当务之急。目
前，我市用建筑废弃材料生产墙材
的企业已有 44 家，每年消纳建筑
垃圾 645 万吨。”市建筑材料管理
服务中心主任滕萧羽说。

宁波利源龙腾建材有限公司总
经理蔡世兵介绍：“制作墙材的主
要材料是泥土，原先成本比较高。
现在用的是工地的建筑废弃土，原

材料成本可下降50%。”
“建筑渣土经过800℃至1000℃

高温长时间烧结，降低了墙材的
干 燥 收 缩 率 ， 能 解 决 墙 材 易 开
裂、渗水等一系列问题。”蔡世兵
说，“目前，企业采用机械化生
产，大大降低了人力成本，员工
从原先的 500 余人减少到目前的
60 人，产量却在原有的基础上提
高了 3倍。”

据介绍，多途径开展建筑垃圾
资源化利用，是消纳建筑垃圾的重
要途径。去年，我市中心城区建筑

渣土产生量6312万吨，其中40%实
现综合利用。目前，我市各区县

（市） 共有 44家建筑垃圾消纳企业
申报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企业资格
认定。这 44 家企业年消纳建筑渣
土496万吨、泥浆90万吨、装修垃
圾59万吨，共计645万吨。

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市住建局将从资金补贴、应
用比例、示范引领等方面推动建筑
垃圾资源化利用工作不断深化，到
2022 年，各区县 （市） 建筑垃圾
资源化利用率力争超过80%。

44家企业年消纳建筑垃圾645万吨
到2022年，我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力争超过80%

本报讯（记者张燕 通讯员张
立 赵欣） 昨天上午，宁波市锟磊
建设有限公司企业安全负责人针对
高温天的行车特点，给企业的 35
名工程车驾驶员安排最近一个月的
安全教育课程，每名驾驶员需完成
2个学时以上的“安全网课”方可
通过考核。

这堂“网课”其实是被逼出来
的“补课”。海曙区运管所有关负
责人表示，原本承担城市建设“搬
运工”角色的工程车，由于部分企
业管理缺位，驾驶员安全观缺失而
演变为“马路杀手”，给城市交通
安全带来隐患。为此，海曙区运管

所借用技术手段，给工程车上了一
道道“安全锁”，给广大驾驶员安
排了贴身安全管家。

“安全网课”是海曙区运管所
在“两客一危”驾驶员网上教育培
训全覆盖的基础上，在全市率先将
工程车驾驶员纳入“宁波市道路运
输企业安全教育培训系统”进行培
训教育，目前已推广至 14 家企业，
涉及 356 名驾驶员，实现了网上培
训参训率和从业人员培训完成率双
满分。“培训系统具有人脸识别和随
机抽查验证的功能，必须是驾驶员
本人参加培训。”一名工作人员说。

降服“马路杀手”的安全新招

不止于此。“你看，这是车上安装
的倒车雷达，‘盲区’范围有情况
就会及时提醒，我打方向盘时心里
就有底了。”负责渣土运输的工程
车驾驶员吴师傅给记者指了指驾驶
台上的一个车载雷达。值得一提的
是，海曙区运管所正在“两客一
危”及重型车的车辆上推进 GPS
和智能视频设备的安装，植入的

“黑科技”还能观测驾驶员行车状
态，通过摄像头实时“盯梢”，即
时发出预警，同时在后台记录异常
情况，方便企业落实跟进处理。

在海曙区交通运输局的智慧交
通指挥中心大屏幕上，记者看到，

在一张大地图上，一个个“车牌
号”在各处移动。据相关负责人介
绍，指挥中心专门设有“安全监控
员”的岗位，监控员会不定期查看
在行驶中车辆的状态，并做好每日
记录。同时，监控员还会将驾驶员
的违章记录报送给行业主管部门并
抄送给交警部门。

“今年年初以来，辖区有两家
企业因安全工作落实不到位，分别
被处以 5万元的行政处罚，处罚额
度居全市之首。我们希望通过各种
措施，层层下压安全责任，让每一
名工程车驾驶员牢记行车安全。”
海曙交通运输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我市破解工程车安全顽疾有新招

鄞州首南街道格兰春天社区
“向阳花假日学校”近日邀请今年
88 岁的我国海军航空兵第一代飞
行员王敏爷爷，为孩子们讲述自
己的航空兵飞行生涯，以及海军
航空兵的故事。

（丁安 殷丹娜 摄）

讲述海军航空兵
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