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 10日因六十年一遇的超强台风“利奇马”影
响，五乡境内持续特大暴雨，造成山洪暴发、部分山
体滑坡、道路冲毁、高墈倒塌、树木吹倒，使一些墓
穴不同程度损坏。

灾害发生后，各墓园第一时间开展情况排查、安
排清理墓园和电话通知家属前来现场察看等，因部分
墓主家属无法联系、部分墓主家属电话无法打通，特
登报告知！见报后，请墓主家属及时与各公墓经营单
位联系。

相关墓园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联合老公墓、联合东园：夏新忠，88339245；沙

堰工艺、沙堰一墓：张智兆，88383839；育王一、二
墓：张杰，88488154；西逸园：岑信国，88331448；
东逸园：朱明芳，88330190；如意公墓：夏耀龙，

88339246；潜龙一墓：林志乐，88488143；潜龙二
墓 ： 俞 志 宏 ， 88488794； 潜 龙 三 墓 ： 徐 建 军 ，
88339014；潜龙四墓：何志良，88383049；潜龙五
墓：吴财康，88488468；凤凰一墓、三墓：乐佳杰，
88488683；凤凰二墓、四墓：吴海岳，88488442；永

安一墓：王孟全，88389122；永安二墓：王伟民，

88488756；永安三墓：陈国民，88389049；九峰公

墓 ： 王 银 康 ， 88389515； 永 安 龙 舌 ： 唐 建 国 ，

88383681；青龙山：沈鲁岳，88389750；永安马龙：

王浩良，88389034；永乐马龙：李兴福，88488780；

宝林一墓：吴海玉，88383670；宝林二墓：金成昌，

88383239；育王三墓：赵成裕，88339061；南山马

龙 ： 张 海 良 ， 88488354； 沙 堰 三 墓 ： 夏 兆 华 ，

88488097；龙一公墓：陈夏忠，88331861；凤凰工
艺：史德华，88383118；同泰嘉陵：王玲，88385656。

上班时间：周一至周日7:00—15:30
鄞州区五乡镇各公墓单位

2019年8月20日

公 告

朱重耀等 10 名机动车驾驶人（人员名单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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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本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依法扣留驾驶证后逾期不接受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10条第 2款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已依法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处罚决定。

因采取其他送达方式无法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上
述驾驶人，现依法予以公告送达。请以上机动车驾驶人自公

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到处罚决定机关领取处罚决定书，逾期
视为送达。机动车驾驶人如不服处罚决定，可在公告期满后
六十日内向宁波市公安局或宁波市人民政府依法申请行政
复议，或者在六个月内向鄞州区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行政诉
讼。

特此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2019年8月21日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关于对朱重耀等10名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处罚决定的公告

宁波大榭开发有限公司是大榭开发区管委
会下属国有企业，其主要任务是承担区域内项
目的建设、资本投资和企业管理，注册资本18亿
元。

一、招聘岗位：会计人员2名
二、工作时间：5天/周工作制
三、工作地点：大榭开发区
四、工资待遇：面谈
五、招聘要求：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律和法规；

2、遵守纪律、品行端正，具备良好的职业素质；3、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留学生学历需要提供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位学历认证书；
4、财务、会计、金融等相关专业毕业，且有学士
以上学位；5、26周岁及以下（1993年 7月 31日后
出生）；

六、报名截止日期：2019年8月26日
联系人：刘老师
联系电话：89283405/13989360966

宁波大榭开发有限公司

招
聘
启
事

秦现峰等39名机动车驾驶人 （人员名单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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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饮酒后驾驶

机动车，被本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采取行政强制

措施后超过十五日未接受处理。

对法定应当给以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人暂扣或者吊

销机动车驾驶证处罚的情形，机动车驾驶人无正当理

由逾期未接受处理的行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0条第2

款规定，拟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处罚。

对上述告知事项，拟被处罚的机动车驾驶人有陈

述、申辩及要求听证的权利，请以上机动车驾驶人

自公告之日起七日内，到机动车驾驶证扣留地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处理，并可以依法行使陈

述、申辩权及提出听证申请，逾期视为放弃权利，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依法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

证处罚决定。

特此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2019年8月21日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关于对秦现峰等39名扣留驾驶证后
逾期不接受处理驾驶人拟作出吊销驾驶证处罚决定的公告

慈城古县城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的千年古县城之一，曾
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荣誉奖杯。与古城
遥相呼应的慈城新城已成规模，坐拥优质的教育、医疗和交通
资源。

随着宁波城市战略升级，市区两级政府对慈城的保护利用
与开发建设赋予了高度期望。未来，古城将着力创建“国家级文
旅融合创新示范区”，立足充分发挥古城的人文资源和自然景
观优势，将古城打造成以旅游文化体验为特色，融合旅游观光、
休闲度假为一体的慢生活人文体验之城。

民权路位于古县城太阳殿路以北，南北贯通古城，是慈城
古城人文体验的重要线路，是串联孔庙、古县衙、校士馆（考
棚）、慈湖及相关人文资源的重要街区。

招商区域全长 600米，拟引进商户 52家，总招商建筑面积
约1.5万平方米，着重招引文化体验类和为此提供配套的文创、
轻餐、民宿等中高端生态链。

1、招引商家类别
匠艺文创类：书店、文创集合店、公益博物馆、原创手工工

作室、慢生活体验馆、非遗、传统文化技艺馆等。
民宿酒店类：轻奢度假酒店、主题民宿等。

特色餐饮类：高档连锁、地方特色餐饮；特色茶室、咖啡、网
红饮品等。

2、商务条件及政策
由于商铺位置、面积大小及结构特殊性，租金、租期及相关

扶持政策具体视商户品牌、品质、业态与古城的匹配度而定，最
终以实际沟通谈判为准（具体见招商中心的招商简章和商铺分
布图）。

3、报名方式
（1）报名截止时间为 8月 27日，招商中心将提供项目现场

勘查和咨询服务。
（2）报名人如自然人需携带身份证原件，法人需携带企业

相关资料，并填写报名表。
（3）招商商户确定最终以电话通知为准。
（4）联系方式：
地址：宁波市江北区慈城民权路与中华路交叉口
电话：0574-87572368、87650708
联系人：季先生

宁波市慈城古县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1日

慈城古县城核心区民权路街区（一期）招商公告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电子版详见http:

//www.jindingfstn.com/news.html；查阅纸质报告书

请以电话或邮件方式联系建设单位，同时企业安环处

现场放置纸质报告书，以便公众查阅。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评价范围内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jindingfstn.com/news.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信函等方式向建设单位

提交公众意见表。对本项目建设及环评工作的意见和看法

可联系宁波金鼎紧固件有限公司联系人张工86535283，环

评单位浙江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丁工87377802。

邮寄地址：镇海区九龙湖镇西河路188号

电子邮件：632531455@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可在本次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建设单

位提出宝贵意见。

宁波金鼎紧固件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1日

宁波金鼎紧固件有限公司年产3万吨高强度紧固件
配套表面处理生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关于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海曙支公司集士港营销服务部名称变更的公告
经宁波银保监局备案完成，“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海曙支公司集士港营销服务部”名称变更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鄞州中心支公司保险科技产业园营销服务部”。根据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鄞州中心支公司保险科技
产业园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14330212001
机构住所：宁波市鄞州区下应街道湖下路217号401-2室
经营区域：宁波市
成立日期：2002年9月18日
颁发许可证日期：2019年8月16日
许可证流水号：0239001

机构负责人：陈微波
联系电话：0574-81850169
客户服务电话：95500
邮政编码：315100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

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
咨询、投诉；经公司核保，营销服务部可以打印保单；经公司授权，营销服务部
从事家财险、雇主责任险的查勘理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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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依元

有段关于教学的话颇具哲理：
“拉死虎让学生打，是小乐；拉活
虎让学生打，是中乐；学生遇虎而
打，是大乐；学生寻虎而打，是无
限之乐。”揭示了一种创造性的学习
方法。推而广之，在认识世界与改造
世界的活动中，人们在任何时候都
应当发扬这种“寻虎打”精神。

企 业 发 展 当 然 不 能 例 外 。
“虎”就是问题、困难，也意味着
机遇。企业在发展中随时会遇到各
种“拦路虎”——市场定位、资金
筹措、产品研发、市场风险、人才
管理等，也会面临新诱惑、新机
遇、新项目、新技术。如何“寻
虎”而打，既取决于企业家的经营
哲学、思维方式与眼光、格局、谋
略，也决定着企业的格局及成败。

宁波拥有全国数量最多的国家
级制造业单项冠军，被誉为中国实
体经济发展的优秀代表，秘诀何
在？宁波企业家善于、敢于“寻虎
打”是一大原因。近代以降，宁波
商帮在上海滩创造出众多“中国最
早”产品，靠的就是一种“寻虎
打”精神，今天宁波企业家身上同
样体现这种进取精神。

“寻虎打”精神就是目光远

大，勇攀高峰。“海伦钢琴”聚焦“世
界一流钢琴”；江丰公司掌门人姚力
军回国后引入一个全新产业——高
纯金属溅射靶材，中国在这个领域
曾长期处于空白，他啃下了这块

“硬骨头”；海天集团看到注塑机的
巨大前景，53 年中，从县、省到
全国、全世界，企业对标先进不懈
努力，最终成长为注塑机领域的世
界第一。

“寻虎打”精神就是自强不
息，既坚守初心、安若泰山，又与
时俱进。为了争“行业第一”，建
设百年企业，宁波企业家大都勇于
面朝大海闯天下。从最初的小轴承
到微型轴承，再到薄壁微型轴承，
甬微集团一次次将产品“做小”，
市场份额却不断扩大。“之所以叫

‘甬微’，是因为我们立志于做到别
人难以达到的精细程度”。近 30
年，贝发集团始终与一支圆珠笔打
交道，近年更聚焦仅有 0.3 毫米至
0.4 毫米的圆珠笔头，攻克高温、
高原、高湿环境中容易漏墨问题，
新 成 果 以 “ 元 首 笔 ” 身 份 亮 相
2016 年 G20 杭州峰会，未来市场
广阔。

“寻虎打”精神就是心无旁
骛，善于在市场大潮中找“虎”，
既专注又“发散”。宁波不少企业

家甘于寂寞，“心无旁骛做制造”
“咬定青山不放松”，埋头深耕某个
单项领域的深奥技艺，最终成为

“海底巨鲸”，其间就体现了“寻虎
打”的专注精神。作为全球最大纵
向一体化服装制造商，申洲国际之
所以在风浪中搏击壮大，就得益于
专注；宁波德鹰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选择坚持与小小的缝纫机旋梭“死
磕”，如今其产品占到全球市场份
额的40%；舜宇集团专注于光电产
品，把振兴民族光学工业作为企业
关注目标；博洋集团善于在“发
散”中“寻虎打”，“专注需要发散
思维，发散思维需要专注”。而慈
星股份有限公司“寻虎打”的经验
就是“不断对接客户需求，对技术
极致追求，让我们有能力专注于这
个领域”。

“寻虎打”精神就是永不停
步，永不自满。天生密封件有限公
司董事长励行根用拧螺丝来比喻做
事情，“要拧就要拧到底”。太平鸟
公司总是保持对最新事物的开放思
维，至少五年转型一次，最早开始
做服装领域跨界、IP，最早尝试开
设品牌集合店，最早尝试快闪发
布、智慧供应链，不断为消费者提
供最新“体验”。慈星股份有限公
司瞄准电脑针织机，做到了全球电

脑针织横机市场份额第一，“寻虎
打”过程中，董事长孙平范“头发
不是一根一根掉，而是一片片掉”。

“寻虎打”精神就是敢于投
入，乐于创新，勇于坚持。宁波很
多企业家相互之间不比规模、不比
产值，而是比奖杯比证书，比研发
人才多寡，比研发费用占销售收
入比重。慈溪近 11 年来累计有 10
家民营企业和 2 位民营企业家获
得国家科技大奖；宁波中大力德
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8 年累计
投入 2.2 亿元，研发工业机器人上
的减速器；江丰电子拥有近 200
项国内外授权专利；申洲针织有
限公司每年有巨额研发投入，以

“硬核”姿态在世界产业链上占据
核心位置。

“守株待兔”式的等虎而打，
是消极被动的，而“大乐”与“极
乐”则是敢入“虎穴”式的主动

“寻虎打”，是积极进取的，有利于
激发企业家的创造力，适应竞争激
烈的市场。这种“寻虎打”精神值
得在各行各业发扬光大。

宁波制造业的“寻虎打”精神

朱晨凯

地铁、公交车站等公共场所并
不设厨余垃圾桶，甚至有些宾馆、
写字楼只设置了其他垃圾桶，一些
人对能否将食物丢进其他垃圾桶感
到困扰。市生活垃圾分类领导小组
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对此解答，由于
客观条件受限，对无法将垃圾投放
到最为合适的垃圾桶表示理解，但
希望市民减少公共场所中厨余垃圾
的产生 （8月19日《宁波日报》）。

垃圾分类工作没开展前，只要
有垃圾桶，丢垃圾就不是啥烦恼。
如今公共场所丢垃圾因“条件受
限”成了烦恼，其实是好事，说明
当事人有了“垃圾要分类”的意
识。但吃不完的食物没处扔，受污
染的可回收物没处清洗……这些问

题该怎么解决？分类垃圾桶的设置
是不是不够多、不够全，难以满足
市民需求？

诚然，一些垃圾无处投放，分
类垃圾桶不够多不够全是原因，但
如果地铁、公交车站增设了厨余垃
圾桶，其他公共场所是否需要跟
进？厨余垃圾桶变多了，对投放者
来说方便了，但设备成本和清运成
本必然增加，而且谁也不敢肯定，
新增的厨余垃圾桶是否真能“物尽
其用”。一旦变成“花大钱解决小
问题”，就难有持续性。

其实，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不
在垃圾桶上，而在市民的生活习惯
上。在公共场所，有需要分类的垃
圾，身边却没有分类垃圾桶，不少
人往往是“先找地方扔了再说”，
无法忍受“垃圾在手”的感觉。但

公共场所不可能处处有明确分类的
垃圾桶，真要做好垃圾分类，就有
必要把一些垃圾先随身带上，多走
几步路。

开展垃圾分类离不开市民配
合，养成垃圾随身带走的习惯，就
是很好的配合。把垃圾随身带走，
在国外许多城市是普遍现象，比如
日本街头鲜有垃圾桶。原因如媒体
报道，日本人觉得如果在路边设置
一些垃圾桶，政府需要用人力物力
来管理，这些开支是“羊毛出在羊身
上”，最后是市民支付这笔钱。相比
之下，还是不要垃圾桶，自己带走垃
圾为好。这样做，不仅节省人力物
力，还能保护环境，一举两得。

如新闻所述，公交车站和地铁
站缺少厨余垃圾桶，食物能不能丢
进其他垃圾桶？解决这个问题，除

了引导市民养成垃圾随身带走的
习惯，改变一些饮食习惯也很有
必 要 。 在 我 国 ， 小 吃 街 、 美 食
展、吃货市集等地方，人们拿着
小吃“边走边吃”司空见惯。但
在国外垃圾分类开展得比较好的
地 方 ， 人 们 普 遍 认 为 “ 边 走 边
吃”十分不雅，而且道路也是公
共场合，吃有刺激性气味的食物
是对其他人的不尊重。

再大的垃圾桶、再勤快的清
运，也无法解决垃圾随时随地带来
的矛盾。化解公共场所丢垃圾“条
件受限”的尴尬，与其期望增加垃
圾桶，不如从自身做起、从当下做
起，在生活中尽量减少垃圾产生，
没找到合适的垃圾桶时，多一些对

“垃圾在手”的忍耐力，把垃圾先
随身带走。

手中垃圾无处投放：
不是垃圾桶不够而是习惯不好

王立彬

19 日，在第一届国家公园
论坛开幕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发
来贺信指出，中国实行国家公园
体制，目的是保持自然生态系统
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生物多
样性，保护生态安全屏障，给子
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资产。

我们要建设国家公园，也要
建设公园国家——国家公园体制
建设饱含着人民群众对美丽中
国、美好生活的向往。

目前我国已建立数量众多、
类型丰富、功能多样的各级各类
自然保护地，在保护生物多样
性、保存自然遗产、改善生态环
境质量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然存在重
叠设置、多头管理、边界不清、
权责不明、保护与发展矛盾突出
等问题。青蛙在水里游就归渔业
部门管，跳到岸上归林业部门
管，被抓了由公安部门管，卖了
归市场监管和税务部门查，彻底
改变“七八个部门管不好一只蛙
跳”的局面，就要充分借助深化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良好局面，改
革以部门设置、以资源分类、以行
政区划分设的旧体制，整合优化现
有各类自然保护地，构建新型分类
体系，实施自然保护地统一设置，
分级管理、分区管控，实现依法有
效保护。

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
体，人不能自外于这一自然共同
体。国家公园强调生态体系的整体
性保护，而人是保护行动的主体和
承担者。国家公园不是把人类与自
然进行简单化地物理隔离。要按中
央要求，创新管理模式，引导社会
力量特别是当地居民参与。国家公
园是人民之福，也是人民之事，公
众参与共建水平，事关国家公园建
设得失成败，也是建设美丽中国、
公园国家的内在要求。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既属
于当代人，又属于未来人。自然保
护地是生态建设的核心载体、中华
民族的宝贵财富、美丽中国的重要
象征，国家公园具有全民性、公益
性、共享性，全民共享理所当然包
括属于后代子孙的代际共享。我们
要有传之万世的意识，在重视生态
保育、确保子孙后代永续利用的大
局观、未来观之下，合理地科学研
究、普及教育、体验分享，让世世
代代炎黄子孙都能在美丽中国幸福
生活。

让国家公园成为
公园国家的试验田

放
鸟
归
山

王少华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