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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波从事营销工作的小杨，
前不久通过小灵狗出行租到了一辆
北汽新能源汽车，签约半年。因为
抢到了优惠券，每月租赁费只要
1000 元左右。对于经常往各个区
县 （市） 跑，又没有太多存款的小
杨来说，买车压力太大，租辆车就
轻松多了。

在宁波乃至全国，像小杨这样
的城市小白领，正是小灵狗出行的
主要客户群。作为一个为大众提供
多元化出行方案的新能源汽车出行
平台，小灵狗出行于去年底正式落
户鄞州，目前注册用户已超过 27
万人。

“与其他租赁平台侧重商务人
士、游客的用车需求不同，我们更

加关注本地市民的出行需求，主要
提供各类长租、短租、整租服务，
而非日租、时租。”宁波小灵狗出
行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蒋阳川说，
对于有用车需求的“本本族”而
言，价格介于公共交通和出租车、
专车之间，出行更便捷的小灵狗出
行成了不错的选择。

除此之外，小灵狗出行也提供
“以租代售”直租模式。超低首付
获得车辆使用权，3年租赁期满后
即可获得产权。如果租期到后，不
想要车，还能根据回购方案保障车
辆价值。

记者获悉，小灵狗的足迹已遍
布杭州、宁波、苏州、青岛、长
沙、武汉、昆明、厦门、兰州等20
多个城市，拥有直营店41家，体验
店200余家，累计投用数量已达4.7
万辆。其中，宁波投放新能源汽车
超过7000辆，主要分布在余姚、慈
溪、宁海等区县（市）。

据介绍，小灵狗出行投放车辆

的策略以沿海主要城市逐渐向内陆
渗透为主。“我们目前主要开拓三
四五线城市及周边乡镇，这些地方
汽车保有量不如大城市，而且出租
车、网约车、公交车的投放数量也
相对不足。”蒋阳川说，随着新型
城镇化的加速发展，未来这些区域
的发展潜力巨大。

除此之外，作为一个出行服务
平台，小灵狗出行打通了汽车制造
商、经销商和消费者之间的环节，
不仅可以与汽车主机厂就定制化生
产展开合作，而且为汽车经销商输
出标准化运营体系，提高消费者的
品牌忠诚度。目前，小灵狗出行已与
吉利、比亚迪、北汽、上汽、知豆等国
内汽车主机厂达成战略合作关系。

小灵狗出行也可为各类专用车
辆提供定制化改造方案，实现对车
辆的全方位管理，包括用车状态实
时监控、道路巡查实时回传管控，
甚至可实现警务侦查用车无人驾驶
等。据了解，目前小灵狗出行已经
获得 20 多项发明专利，并自主开
发“小灵狗出行APP”。

按照计划，小灵狗出行近期将
启动A轮融资，目前正与国有投资
运营公司、大型汽车主机厂等接
洽。“有了资本的助力，小灵狗出
行的步伐将更坚定，让更多的消费
者体验到出行的便利。预计到今年
底，运营车辆将增至 8万辆，明年
将翻番。”面对未来，蒋阳川满是
憧憬。

小灵狗：聚焦细分市场走出别样路径

本报讯 （记者董小芳 通讯
员尹杉） 本以为找人替考是小事
一桩，不料考生和“枪手”竟双
双被判刑，8 月 28 日，鄞州法院
公开开庭审理一起代替考试罪案
并当庭宣判。这也是自 2015年刑
法修正案 （九）“替考”入刑后我
市首例代替考试罪案。

林琳 （化名） 在宁波一家工
程管理公司上班。2018 年年底，
因工作需要她报名了监理工程师
执业资格考试。但是考试难度
大，林琳担心自己过不了，经多
方打听，得知分公司有个叫姚瑶

（化名） 的女职员很厉害，便辗转
联系上姚瑶，请她帮忙替考。一
开始，姚瑶果断拒绝，但随后的
几个月，林琳不断来电求她帮
忙。架不住林琳的软磨硬泡，临
考前几日，姚瑶答应替考。

2019 年 5 月 19 日下午，姚瑶
忐忑地拿着林琳的身份证、准考
证进入考场。没想到，姚瑶刚拿

起考卷，就被监考老师发现并报
警，等在考场外的林琳也被抓获。

8 月 23 日，公诉机关指控被
告人林琳、姚瑶犯代替考试罪，
向鄞州法院提起公诉。鄞州法院
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姚瑶、林
琳构成代替考试罪，但两被告人
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且
具有坦白情节、自愿认罪，最终
判处姚瑶、林琳均拘役一个月，
缓刑二个月，并处罚金二千元及
三千元。

“代替考试罪是刑法修正案
（九） 新增的罪名之一。考试作弊
行为破坏考试制度和人才选拔制
度，妨碍考试的公平、公正，损
害其他考生公平竞争的权利，破
坏社会诚信，具有较为严重的社
会危害性。”法官介绍，刑法对此
进行制约，并将涉罪“考试”范
围限定为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
犯该罪的，将被处以拘役或者管
制，并处罚金。

我市首例代替考试罪案宣判

“枪手”与考生双双获刑

本报讯（记者吴向正 通讯员
高鹏）昨日，记者从市慈善总会获
悉，2019 年市本级“慈善一日捐”
活动圆满结束，有 461 家单位、5.3
万人次向市慈善总会捐款，捐款总
额 920.48 万元，同比增长 6.2%。加
上高新区、东钱湖、大榭三个直属
慈善分会募集的善款，今年市本级

“慈善一日捐”活动募集善款首破
1000万元。

据介绍，主动参与意识强是今
年“慈善一日捐”的一大特点。市政
府驻上海办事处 4 月 26 日通过网
上银行向市慈善总会捐款，成了今
年网捐第一家单位；同一天，市社
会体育指导中心派人到市慈善总
会捐款，成为今年上门捐款第一家
单位；5月8日，一位韩姓大妈来到
市慈善总会捐款 500元，是今年首
位上门捐款的市民。

历年来的“捐款大户”继续发
力，镇海炼化捐75.43万元，宁波银
行捐 49 万元，宁波舟山港集团捐
43.98 万元。组织个人捐款超过 10
万元的单位有：市公安局、宁波通
商银行、国网宁波供电公司、宁波
轨道交通、中烟工业宁波烟厂、宁
兴集团、农行宁波市分行、居士林
等。

今年我市市民依然踊跃参与
捐款。92岁高龄的钟南卿老人冒着
酷暑来到市慈善总会捐款 1万元，
左端南老人因身体原因不能亲自
前来，托人捐了1.5万元。值得一
提的是，今年匿名捐款的人士越
来越多，而且捐款额度较大。7月
1 日，一位 50 岁左右的男士来到
市慈善总会捐款 40万元，他在登
记本上署名“爱心人”，其他情况则
秘而不宣。

首次突破1000万元

市本级“慈善一日捐”
募款总额创新高

借助新型城镇化，小灵狗出行实现了业务的快速拓展。
（朱旭东 殷聪 摄）

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员
朱泽 洪碧凤）昨天下午，记者途
经广德湖南路与首南西路路口时，
发现右转弯车道上多了一条褐红
色的警示带。这条警示带中间刷着

“注意右转车辆”的黄色字样。这条
“注意右转车辆”警示带，设置于
8 月 19 日，目的是提醒机动车和
非机动车驾驶人，该区域双方不
要靠得太近。

据了解，这样的警示带共有
三条，除了这个路口外，沿海中
线与合兴路路口、天童南路与句
章东路路口也有。

鄞州交警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注意右转车辆”警示带是他
们联合鄞州区公路管理段首创
的，主要针对工程车、货运车等
大型车辆的视觉盲区。大车右转

弯时，驾驶员视觉盲区变大，易
将过于靠近的非机动车或者行人
卷入车底。

“我们对整个鄞州的路口进行
了排摸，找了３个存在较大安全
隐患的路口进行试点。”鄞州交警
相关负责人说，从目前反馈的情
况来看，司机和行人都表示欢
迎：市民认为能提高安全系数。
工程车驾驶员也比较喜欢这条警
示带：“以前每次路口转弯时，都
提心吊胆。现在老远就能看到，
转弯时只要不压到警示带，一般
就不会出事。”

鄞州交警部门表示，将会依
据３个路口实际使用效果和市民
反馈意见，进一步优化升级右转
危险区设置方案，视具体情况进
行推广。

交警出新招破解“死亡弯角”
“注意右转车辆”警示带现身鄞州

见习记者 张凯凯
通讯员 范奕齐

新建项目垃圾分类设施不达
标就“一票否决”！自今年 7 月，
海曙区开展新建项目垃圾分类设
施建设验收工作以来，已有 6 个
新建项目在预验收中“铩羽而
归”，并按《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
收集设施配置标准》 的要求进行
了“回炉重造”。

“在预验收过程中我们发现垃
圾房中缺失除臭设备、监控摄像
头，小区中未设置公示分类信息
等问题，不少新建项目普遍存
在。”海曙区垃圾分类办相关负责
人曹宏介绍，今后的新建项目，
包括居住小区、学校、医院及企
事业单位，设计方必须将垃圾分
类投放设施建设纳入规划设计，
并在选址规划上充分预留转运空
间。

在昨天上午预验收的古林镇
卫生院布政分院一期项目中，垃
圾房的配套设施成为验收通过的
最大阻碍。“喷淋系统、除臭系统
未配备，排水管道未接入污水管
网，监控摄像头未安装……只有
将这些问题全部整改到位，我们
才会把验收意见单提交审批科，
进行竣工验收的下一步流程。”曹
宏说。

据介绍，对新建项目的垃圾

分类设施建设开展验收工作，这
在宁波尚属首创。而这些通过验
收的项目，无一不是“撤桶并
点”的典范。

趁着中午的空当，曹宏见缝
插针对新建小区北宸府的整改结
果进行回访。记者看到，偌大的
小区内没有一只露天垃圾桶，取
而代之的则是兼具密封与除臭功
能的垃圾亭。项目施工方负责人告
诉记者，垃圾亭的设置严格遵循了
海曙区“撤桶并点”的相关要求，分
类信息公示栏及“搭把手”智能回
收柜的空间也已预留，垃圾亭的投
放口高度也提升到了 1.1 米，使之
与垃圾桶高度匹配。

“老旧小区‘撤桶并点’工作正
在如火如荼地开展，新建项目自然
也不能例外。对新建项目开展垃圾
分类设施建设检查，相当于提前督
促完成‘撤桶并点’工作，让市民从
一开始就养成良好的分类习惯，推
动我市垃圾分类工作进一步开
展。”海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城管
一科科长毛福东介绍。

（读者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
遇到垃圾分类不文明行为，或是想
把垃圾分类宁波的好经验、好办
法、好典型告诉我们，您可通过以
下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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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曙新建项目
垃圾分类设施不达标不予验收

编者按：生活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也是永不

枯竭的“矿藏”。垃圾分类事关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也

是社会文明水平的重要体现。

如今，距离 《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 的实

施仅有一个月，“史上最严”的垃圾分类即将来临。今

起，本报推出“垃圾分类‘红黑榜’栏目”，集中展示各

地垃圾分类的创新做法，并对个别推进垃圾分类工作不

力的现象进行监督曝光，以倡导全社会集中力量做好垃

圾分类这件“关键小事”，践行绿色生活新时尚。

凌义斌

提高垃圾分类实效，关键要
落实到每个小区的自我管理，落
实到每户居民的共同参与。把

“红黑榜”运用到垃圾分类工作
中，不失为一个好举措。哪些小区
实施得较为规范，哪些小区做得不
好，上了“红榜”有面子，上了“黑
榜”丢人，这可以促使各街道社区
抓实抓好垃圾分类工作。

垃圾在源头上分类，靠的是
居民自觉，而调动居民的积极
性，恰是难点所在。因此，各小

区也可以实行“红黑榜”。与其说
“红黑榜”是众目睽睽之下的一根
鞭子，不如说是一面纠偏的镜
子：进了“红榜”固然可喜，若
不慎落进“黑榜”，“翻身”机会
也是每天都有。这样就能激发每
户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
主动性。

对 于 多 次 上 “ 黑 榜 ” 的 居
民，要通过上门走访，帮助对方
找出原因进行纠偏，而对于屡教
不改的，该批评的要批评，该处
罚的就处罚，让“红黑榜”的作
用进一步发挥。

设“红黑榜”是个好举措

昨日上午，海曙区章水镇
“护苗”志愿者和“小候鸟”们
来到章水镇蜜岩村境内古道，清
理沿线垃圾、学习垃圾分类知
识，还古道以自然之美。

（刘波 沙燚杉 摄）

清古道

学分类

红 榜

智慧城市智享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