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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福庆北路 （通途路-中山东路） 整治工程
的顺利实施，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 第三十九条的有关规定，决定自 2019年 8月 28日
至 2019 年 9 月 8 日 （雨天顺延），对福庆北路 （通途
路-中山东路） 进行交通管制，具体措施如下：

一、8月28日至9月2日，封闭施工福庆北路 （通
途路-中山东路） 道路西半幅 （不含沿线路口），机动
车在东半幅双向保通，000-2400，禁止一切机动车
在福庆北路沿线的会展路、民安路、宁东路、中山东
路4个路口由北往东左转以及通途路、宁穿路2个路口
由南往西左转。

二、9 月 3 日至 9 月 8 日，封闭施工福庆北路 （通
途路-中山东路） 道路东半幅 （不含沿线路口），机动
车在西半幅双向保通，000-2400，禁止一切机动车
在福庆北路沿线的通途路、会展路、民安路、宁东
路、宁穿路 5 个路口由南往西左转以及中山东路路口
由北往东左转。

三、沿线路口施工计划：9 月 2 日、9 月 7 日的
2200-次日 600，全封闭施工福庆北路会展路路口；
9月 1日、9月 6日的 2200-次日 600，全封闭施工福
庆北路民安路路口；9 月 2 日、9 月 7 日的 900-16
00，全封闭施工福庆北路宁东路路口；9月1日、9月6
日的 900-1600，全封闭施工宁穿路路口。路口施工
期间，除公交外，禁止一切机动车通行，车辆需提前
通过上游交叉口绕行。

四、行人及非机动车通过已建成的两侧人行道及
非机动车道通行，不受交通管制的影响。

五、受交通管制影响的机动车建议通过宁东路-
盛莫路-通途路或宁东路-河清北路-中山东路绕行。

六、为保证公交线路正常运营，对14路等10条公
交线路实行单向临时改道运营，具体方案如下：

（一） 14 路 （公交第九医院站至公交会展路站）、
21 路 （公交前河南路站至公交会展路站）、30 路 （宁
波火车站南广场至公交会展路站） 公交线路单向临时
改道运营：

改道走向：往公交会展路站方向，福庆北路民安
东路口后单向改走福庆北路、会展路、莘苑路、民安
东路、民安东路福庆北路口后恢复原线运营。

（二） 507路<含夜间线> （公交古庵站至公交会展
路站） 公交线路单向临时改道运营：

1、改道走向：往公交会展路站方向，河清北路宁

东路口后单向改走河清北路、会展路、泰清路至公交
会展路站。

2、单向撤销宁东路、福庆北路、民安东路、部分
泰清路走向及市行政 （服务） 中心站。

（三） 37 路 （公交贵驷站至公交会展路站） 公交
线路单向临时改道运营：

1、改道走向：往公交会展路站方向，河清北路会
展路口后单向改走会展路、泰清路至公交会展路站。

2、单向增设：莘香雅苑北站。
3、单向撤销部分河清北路、宁东路、福庆北路、

民安东路、部分泰清路走向及河清北路会展路口、市
行政 （服务） 中心站。

（四） 621路 （公交瞻岐站至汽车东站）、621-1路
（大嵩嵩一至汽车东站）、621-2 路 （卢一村至汽车东
站） 公交线路单向临时改道运营

1、改道走向：往汽车东站方向，百丈东路福庆南
路口后单向改走百丈东路、河清南路、河清北路，河
清北路宁东路口后恢复原线运营。

2、单向增设：市行政中心西站。
3、单向撤销福庆南路、福庆北路、部分宁东路走

向及市行政中心东、市行政 （服务） 中心站。
（五） 981路 （八工区至江厦桥东） 公交线路单向

临时改道运营
1、改道走向：往江厦桥东方向，福庆南路中山东

路口后单向改走中山东路、河清北路、宁穿路、世纪
大道、世纪大道中山东路口恢复原线运营。

2、单向增设：海晏北路 （宁波文化广场北） 站。
3、单向撤销部分福庆北路、宁东路、河清北路、

部分中山东路走向及市行政中心东、市行政 （服务）
中心、市行政中心西、宁波文化广场、中山东路海晏
路口站。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根据现场道路交通管理实际
情况，临时采取限行、禁止、解除等交通管理措施。
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并按照现场
交通标识指示和交通管理人员指挥通行，确保安全有
序。

特此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宁波市公共交通客运管理局
宁波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中心

2019年8月23日

关于福庆北路（通途路-中山东路）施工期间
交 通 组 织 调 整 公 告

（2019年第7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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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易民）“小区东首的
店面房，已经快建得与小区住宅楼
一样高了！为何不查处？”近日，
有网友通过中国宁波网民生 e点通
发帖反映，海曙区石碶街道北路一
村沿街店面房违建愈演愈烈。海曙
区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排查后确认，
涉及违建的已有48户之多。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
2017 年 7 月，就有网友发帖：石碶
街道北路一村，不少店面房正在搭
建违法建筑，水泥已浇筑完成，外
立面结构也已改变。对此，海曙区
石碶街道回复：海曙区综合行政执
法局石碶中队正对该问题依法进
行调查。

2018 年 10 月 13 日，网友再次
发帖反映：石碶街道北路一村沿塘
西中路的一排店面房违建严重，开
始只有2层，现在都盖到5层了。有
些房子的底层墙角已经开裂了，可能
是房子的地基无法支撑这么高的建
筑。这些违法建筑被用来做宾馆和出
租屋，真担心会出事。海曙区综合行

政执法局回复：您反映的相关情况属
地中队已经介入调查处置；海曙区
石碶街道再次回复：已反馈街道村
镇建设办进行研究处理。

但是，10 个月又过去了，违
建依然在继续。

前两天，记者在北路一村小区
看到，网友反映的违建主要存在于

北路一村外的塘西中路与食品街上
的沿街店面房，这些店面房用来经
营餐饮、副食品以及宾馆等。这些
违建有的用水泥、砖块搭建，有的
是玻璃阳光房，有的只是一个铁皮
棚子。其中，有些店面房已翻建到
了三层，有的则已翻建到了四层。
这些违建房屋外还挂着密密麻麻的

空调外机，不少墙上还贴有“对外
出租”的广告。

北路一村小区的居民王先生告
诉记者，小区外围的店面房分为内
外两侧，内侧原先是两层高，外侧
原先是三层高。自小区交付以来，
这些店面房上的违建行为一直在继
续，居民多次反映，但违建之风愈
刮愈烈，这些私自加高的店面房，
不仅遮挡了低层居民的阳光，还存
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对于网友今年7月31日的再一
次投诉，石碶街道的又一次回复
是：海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石碶中
队经过排摸了解到，北路一村沿街
违法建筑物目前翻至三楼的有 19
户，翻至四楼的有 29 户，总计涉
及 48 户。目前，中队正在国土所
调取原始资料。

北路一村的违建之风究竟何时
能止？这些违建将被怎样处理？记
者将继续关注。

发现身边文明与不文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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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户翻建至三楼，29户翻建至四楼

海曙北路一村沿街店面房疯狂违建

本报讯（通讯员陈军杰 记
者王佳）“这次‘利奇马’台
风，家里受灾比较严重，幸亏
政府部门及时帮我办理了临时
救助，我一次都没跑，就收到
了救助金。”宁海县桃源街道
上山尤村的低保户葛大妈非常
高兴。

为帮助困难群众迅速恢复灾
后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宁海 18
个乡镇 （街道） 民政工作人员与
联村干部第一时间入户调查，通
过邻里访问、群众评议等方式，

对灾后困难群众的受灾情况展开全
面核实，直接进行现场受理，实现
困难群众灾后临时救助生活困难申
请“一次都不用跑”。目前，宁海
已对 300余户受灾家庭实施了生活
困难临时救助。

此外，在走访中，宁海发现农
村困难家庭的房屋在此次台风中受
损严重，为了更好地帮助他们，宁
海将出台《宁海县农村困难家庭危
房改造补助办法》，办法将提高救
助金额，让农村困难家庭改善居住
条件。

宁海困难群众灾后生活
临时救助一次都不用跑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
林云柯 柯明清） 昨日，宁波市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中心开展

“今天我是运河河长”大运河遗
产保护志愿者活动，近 20 名来
自社会各界的志愿者从三江口出
发，走访了西塘河、官山河、压
赛堰等运河河道以及水利遗产。

宁波市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
理中心主任杨晓维为志愿者作了
大运河遗产保护专业知识培训。
志愿者们走访的第一站是西塘
河。在以水运为主的古代，西塘

河是宁波连接京杭大运河的重要航
道，也是历代官员学子、行商军旅
必经之水路。西塘河上有许多历史
文化遗产，其两岸现遗存有西塘河
古桥群 （望春桥、新桥、上升永济
桥、高桥） 及望春老街、高桥老街
保存状况较好的部分建筑，向人们
展现了当时运河岸边的文化和商贸之
繁荣。如今，沿着西塘河向西，可以
乘坐地铁1号线到高桥老街。

志愿者们还走访了压赛堰遗
址、小西坝旧址等姚江水利航运
设施。

我市世界文化志愿者
走访大运河遗产

明眼人一看就清楚的违法建
筑，有关街道和部门竟然一而再
地“调查”“研究”，两年多过去
了还没有一个处理结果，不禁让
人对他们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效率
打上一个大大的“？”。

2017年 7月，就有网友发帖
反映违建之事，海曙区石碶街道
回复“海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石
碶中队正对该问题依法进行调
查”；2018年10月13日，网友再
次发帖反映，海曙区综合行政执
法局回复“您反映的相关情况属
地中队已经介入调查处置”，而
海曙区石碶街道回复“已反馈街
道村镇建设办进行研究处理”；
网友今年 7 月 31 日又一次投诉，

石碶街道的回复是“中队 （海曙区
综合行政执法局石碶中队） 正在国
土所调取原始资料”，还是在调查。

“调查研究”，从计划经济时代
过来的人，对这个词是耳熟能详
的，但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十分
强调效率的今天，还能如此“调查
研究”，实在让人觉得有点奇怪。
要知道，网友的投诉反映，实质上
是在提供信息，助力相关街道和部
门工作，对此，有关街道和部门应
该认真对待办理，而不是让反映问
题的网友冷了心。

试想，如果网友最初发帖反映
问题，有关街道和部门立即查处，
还会从一两户违建发展到今天 48
户违建吗？没有立即查处，实际上
就是在变相的纵容。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今天我
才真正明白了这句话的重要性。

“调查研究”到啥时候？

早已记不清确切时间，陈霞
娜只记得很久以前，她就通过宁
波市公交总公司的“五进”平
台，接触到了垃圾分类。“社
区、学校、机关单位，我们都把
公交车开进去过。在向社会大众
倡导安全行车的同时，我们也将
垃圾分类带进了他们的生活。”

那时，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的
推进工作还未如此浓墨重彩，分类
的标准和投放方式也不像今天这
样明确。陈霞娜坦言，当时自己所
掌握的知识不过是分类的“大方
向”，若是落实到实际操作中去，肯
定会磕磕绊绊“摸不着北”。

“不过，这也是在推行垃圾
分类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阶
段。等社会大众的热情上来后，
还愁接触不到垃圾分类的信息
吗？”陈霞娜晃了晃自己的手机。

人手一个“分类指导员”
今年 6月，一句带有戏谑意

味的“侬是什么垃圾”，如同浇
入油锅里的一瓢水，垃圾分类这
一概念瞬间“溅”满神州大地。
而正是这一时刻，小龙虾怎么
分、珍珠奶茶怎么分等“世纪难

题”纷纷在网上激起千层浪——
尽管网友的回答不一定正确，但
社会大众对于“精准分类”的关
注，确乎是从此时开始的。

“一开始我也很纳闷。为什
么吃个小龙虾，还得里里外外拆
成那么多‘零件’，然后像做标本
一样码在桌上，分门别类扔。”后
来经过辟谣，陈霞娜终于意识到，
这只是网友对于垃圾分类的一种
调侃。

关注精细化分类的不仅仅是
陈霞娜，更有互联网的原住民“90
后”“00 后”们。这场始于一句上
海话的分类“狂欢”，让他们切身
体会到，垃圾分类已经脱离概念
和宣传，进入了实际操作阶段。

通过询问孩子，陈霞娜终于
在手机中找到了自己的“分类指
导员”——有别于搜索引擎里众
说纷纭、真假难辨的分类指导，宁
波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与循环利
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微信公
众号显然更权威，也更接地气。

“农贸市场、批发市场、居民
家庭日常生活中产生的食物残余，
不同城市有不同叫法：在上海叫作
湿垃圾，在宁波叫作厨余垃圾，而
根据杭州最新修订的生活垃圾管理
条例，则被称为易腐垃圾。”陈霞
娜表示，虽然这些名称都指向一类
垃圾，但在日常志愿服务过程中，
还是会造成一定的混淆。

“实际上，除了微信公众号以
外，现在不少平台例如支付宝都搭
载了生活垃圾分类查询系统，还能
根据所处的城市随时切换，如果可
以的话，希望大家都能去好好学习
一下。”陈霞娜说。

通过智能手机预约回收
记者从市分类办了解到，根据

即将施行的《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
管理条例》，可回收物的收集、运
输可交予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而
大件垃圾则需要由产生单位、个人
自行运输，或委托单位负责。

这两类垃圾正是智能回收发挥
作用的“主战场”，无论是遍布市
区的“搭把手”智能回收平台，还
是搭载于支付宝上的“易代扔”服
务，都为市民处理手头的可回收物
和大件垃圾提供了选择。

点开微信公众号，选择“大件
预约”，输入预约时间、地点、废
品类型等基本信息……陈霞娜现场
向记者演示了一遍大件垃圾的预约
流程。“虽说我们家不怎么产生大
件垃圾，但涉及更换床垫、餐桌等
家具时，大件垃圾的搬运总会给我
们带来困扰。”

鉴于大件垃圾占用空间大，且
不易于搬运，通过智能手机进行预
约收取有着天然的优越性。“沙
发、床垫等大件垃圾中木质材料占
据多数，拆解处置的人力成本远大

于其作为燃料的价值，因而少有
‘破烂王’上门收取。而通过‘搭
把手’平台进行预约收取时，居民
仅需要支付往返每公里 4元的运输
费 用 ， 相 比 搬 家 公 司 也 较 为 便
宜。”宁波供销再生资源科技有限
公司CEO闵亚军说。

行车路上，记者曾不止一次目
睹载有“搭把手”智能回收站的卡
车匆匆路过的场景。如今，“搭把
手”平台正以席卷之势在各个居民
小区落地生根，越来越多的孩子在
家长的指导下参与垃圾分类，也有
越来越多中老年人借此学起了智能
手机的用法。

“现在，垃圾分类与智能手机
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也希望社会上
的年轻人多多为家里的老人们指点
一下，让全家都参与到垃圾分类中
来！”陈霞娜这样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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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机助力垃圾分类

样本家庭：
陈霞娜 （党的十九大代表、

宁波市公交总公司 36 路驾驶员
班组长）

分类感言：随着垃圾分类工
作的不断铺开，我们所能接触到
的分类指导和分类设施都在日益
完善。遇到疑惑，手指点一点，
微信搜一搜，你想要找的，互联
网都能告诉你答案。

快评 黎 民

从外围看，红圈中的都是违建。 （网友提供）

垃圾分类 一手“掌”握
见习记者 张凯凯 通讯员 范奕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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