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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北仑区进港路“脏、
乱、差、堵、烂、违”等问题在本
报民生版“求证新闻”曝光后，北
仑区、宁波保税区管委会各部门高
度重视，并迅速开展专项整治行
动。

9 月 6 日，北仑区交通运输局
在中国宁波网民生 e点通群众留言
板上回复，根据区公路部门实地巡
查，与网友照片反映的问题基本一
致：1.该路段部分辅道、人行道车
辆违停现象普遍存在，清扫车无法
正常清理车辆底部的垃圾，因此部
分路段人行道、辅道上有零散垃圾
存在，为此，北仑区公路部门将加
大日常垃圾巡检力度，同时将车辆
违停情况及时告知交警、城管等相
关执法部门。2.现场查勘发现，该
路段的垃圾集中堆放点主要位于村

（社区） 垃圾收集点、沿线店铺门

口等处，靠近公路人行道，垃圾组成
主要为生活垃圾、居民丢弃物等。由
于缺乏属地管理，居民为图方便直
接将生活垃圾丢弃在垃圾桶边的人
行道上，导致部分路段人行道上垃
圾大量堆积。3. 部分店铺存在占道
经营的情况，北仑区公路部门将及
时告知相关执法部门进行查处。

回复称，接到反映的问题后，
公路部门除对正常垃圾清扫外，另
外安排了 30 余名工作人员对骆霞
线绿化带、人行道及临街店铺垃圾
进行清理处置。截至目前，已清理
出16车各类垃圾。

与此同时，北仑相关部门还从
以下 4 个方面作出了努力：首先，
物业公司在生活小区内增加了生活
垃圾归集点，引导居民有序投放垃
圾；第二，综合行政执法部门集中
整治了沿街店外摆放、店外经营等

占道经营行为，查处了道路两侧私
搭乱建、乱堆乱放等违章违规行
为；第三，将进港路管理空白区域
纳入了环卫保洁范围，实行标准作
业；第四，新碶街道着力做好周边
居民劝导工作，劝导物主及时清理
私有物品，不及时清理的作无主处
理。

“进港路作为北仑的一条重要
交通枢纽，承担港口集疏运重任。
每天在城区行驶的集卡车有 3.1 万
余辆，而目前全区的停车位只有
6000 余个。由于没有地方停车，
不少集卡车司机只能在进港路等道
路两旁停车休息。”北仑区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集卡车司机们从
道路两侧的商店里购买快餐、方便
面、饮料等食品，吃完后就将生活
垃圾丢在路边，这是这条路脏乱差
的一大主因。”

为了进一步缓解集卡车的停车
难问题，从源头上根治脏乱差，北
仑区已于近期建设了两个临时停车
场，能容纳集卡车 800 余辆，同
时，一个能容纳 1000 余辆集卡车
的停车场也正在筹建之中。

北仑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为避
免进港路脏乱差现象回潮，北仑区
将在强化部门联动、形成工作合力
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巡查、发现、
处理及保持等各个环节的有效衔
接，建立长效的制度化、规范化、
精细化城市管理新机制。

随着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的持续
增长，进入北仑的集卡车数量还在
不断增加。为此，网友期盼：在如
何规范集卡车停车方面，我市有关
部门也能群策群力，加强停车场规
划，从源头上解决这一问题。

（傅钟中 钟海雄 易民）

北仑进港路沉积垃圾开始清理
要从源头上解决，还需进一步缓解集卡车停车难

近日，鄞州区江山万里一期别
墅区的毁绿违建乱象被众多网友投
诉。而似乎毫无意外的，相关部门
的整治工作再次陷入困境。一句

“案件程序已履行完毕”，道出了执
法的无力与无奈。

近日，编号为“70951”的网
友在中国宁波网民生 e点通群众留
言板上投诉：江山万里一期别墅区
毁绿违建越来越严重。有业主私自
毁绿并占用公共绿地，大面积绿地
被硬化，上面还有违章搭建。随着
小区装修户数的不断增加，类似的
违规行为已出现蔓延之势，严重破
坏了小区的环境，侵害了其他业主
的利益。

对于这一投诉，鄞州区综合行
政执法局和钟公庙街道于8月15日
作出了回应。

鄞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我局
属地钟公庙中队执法队员已联系社
区对江山万里一期别墅区违建情况
进行调查，并制作相关材料递交规
划部门进行认定。下一步，中队将
根据规划部门认定意见进行执法流
程处理。关于破坏草坪的行为，中
队已依法立案查处 10 余户，且当
事人均已缴纳罚款，案件程序履行
完毕。

钟公庙街道：对于强制复绿，
由公共绿化所有人，即全体业主组
织。有业委会的，由业委会组织协
调复绿工作，没有业委会的，由物
业组织协调复绿工作。有关强制复
绿事宜请业主跟物业协商。

但这一回复让网友深感不解，
并质疑：鄞州区相关部门把小区的
复绿工作寄希望于还未成立的业委
会和没有执法权的物业公司，这样
真的能有效果吗？

涉及江山万里的毁绿违建投
诉，其实早在今年 5月就在群众留
言板上出现。三个多月过去了，这
一毁绿违建的整治仍举步维艰。

近日，记者在江山万里一期别
墅区看到，基本上每幢别墅门前
的绿地被圈占和破坏着。现场，

有装修工人继续在绿地上铺设地
砖 ， 一 旁 依 然 堆 放 着 水 泥 、 砂
石。小区中不少绿地已经完成了
硬化，绿地上还建起了凉亭、水
池、假山等构筑物。居民们告诉
记者，近期虽有执法人员前来现
场，但极大多数毁绿违建的业主
我行我素。

记者从鄞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了解到，对于破坏绿地的行为，

《浙江省城市绿化管理办法》 中有
明确规定：禁止破坏草坪、绿篱、
花卉、树木、植被等损坏城市绿地
及绿化设施的行为。违反以上规定
的，由县级以上住房和城乡建设

（园林） 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恢复原状；造成损失的，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并可处 100元以上
1000元以下的罚款。

但是，执法人员告诉记者，综
合行政执法部门对于复绿暂无强制

手段，常常会面临执法尴尬。
江山万里式的执法尴尬，在我

市并非个例。
今年 3月，本报曾对鄞州区郡

城花苑小区同样的占绿毁绿问题进
行了曝光，经过排查，小区中的
93 户一楼住户中，有 58 户存在占
绿毁绿现象。问题曝光后，鄞州区
成立了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负
责推进郡城花苑小区占绿毁绿的整
治工作。但由于没有强制性的法律
法规支持，复绿工作基本是靠街
道、社区工作人员动之以情、晓
之以理的劝说。工作人员虽然做
了很多的努力，但依旧有部分业
主不配合复绿，也有业主在复绿
后重新占绿毁绿。同时，记者还了
解到，即便是配合复绿的业主，也
是建立在属地街道承担部分复绿经
费的基础上。

鄞州区金域传奇小区的占绿毁

绿 乱 象 投 诉 也 从 2016 年 就 开 始
了。但是，近日还有网友发帖反
映，小区中一楼住户的占绿毁绿现
象愈演愈烈。对此，相关部门多次
无奈地在答复中表示：属地综合行
政执法中队曾对毁坏城市绿化的行
为作出行政处罚，但无强制权可以
强行复绿。

“缴了罚款就能合法占绿吗？
那以后这种现象岂不是会越来越
多？”在采访中，众多居民这样向
记者质疑，并提出两大期盼：一是
何时才能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让执
法部门拥有足够威慑力的法律武
器，让违法者不敢轻易踩踏红线？
二是能否将这一问题控制在源头？
尤其是对开发商“赠送一楼业主私
家花园”的误导性广告，我们的市
场监管部门、住建部门应该出手好
好地管一管了。

（廖业强 傅钟中）

江山万里占绿毁绿成风，整治再陷困境

缴了罚款 就能“合法”占绿吗

北仑相关部门在清理进港路上沉积的垃圾。
（北仑区供图）

江山万里一期别墅区的占绿、毁绿、硬化绿地行为比比皆是。 （廖业强 摄）

铁路宁波西站地址在哪
前期规模如何

多位网友：铁路宁波西站的
地址大概在哪个地方？前期规模
为几台几线？

市发改委：目前铁路宁波西
站的详细位置还在优化中，大概
位于现有跑道和规划二跑道的中
间向西延伸，距离现有跑道西端
约 3 公里。目前规划为 4 台 10
线，方案还在协调中，具体以下
一步可行性研究方案为准。

金甬铁路（含动车所）
拆迁地块上的村庄有哪些

编号为“71762”的网友：
从交通委官网获悉，金甬铁路

（含动车所） 拆迁地块的放样工
作已于近日全部完成。此次放样
共涉及姜山、云龙、五乡、邱
隘、潘火5个镇 （街道） 16个建
制村。下一步，各镇 （街道） 将
依据此次放样点位，启动房屋拆
迁范围划定和丈量评估工作。请
问这16个建制村的名字。

鄞州区：16 个村包括姜山
镇山西村，云龙镇甲村村、陈黄
村、上李家村、徐东埭村、石桥
村、云龙村、前后陈村，潘火街道
殷家坑村、曹隘村，邱隘镇后殷
村、沈家村、邱二村、邱一村，五乡
镇天童庄村、四安村。云龙镇、
姜山镇、邱隘镇以住宅为主；五
乡镇、潘火街道以厂房为主。

小学课后托管服务
实施标准是怎样的

编号为“72576”的网友留
言：宁波小学放学后开展的托管
服务啥时候实施？家长下班时间
一般在 5 时到 5 时半之间，路上
还需要半个小时。因此，建议将
托管持续到晚上6时比较合适。

市教育局：今年 9 月开学，
全市小学将全面实施放学后校内
托管服务。宁波实施放学后校内
托管服务的时间原则上为下午放
学后至当地机关、企事业单位下
班时间，鼓励支持各地根据实际
情况和家长需求，适当往后延
长 ， 方 便 家 长 接 送 。 各 区 县

（市） 方案不一，各所学校也会
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方案。

宁波大学生就业补助
是否限制户籍

网 友 “aishahey”： 我 是
2018 届毕业生，毕业后首次在
宁波就业。近期收到关于大学生
就业补助的通知，通知中明确说
只有宁波户籍的才可以申请高校
毕业生就业补助。这是真的吗？

市人社局：高校毕业生就业
补助的申请条件是：1、毕业 2
年内的高校毕业生到中小微企业
首次就业；2、签订 1 年 （含）
以上期限劳动合同、依法办理就
业登记、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
在以上条件符合的情况下，社保
每缴纳满1年，可以申请2000元
的补助，补助期限不超过 3 年。
对于户籍并无限制。

网传2019年有知青补助
请问是否属实

网友“我喜欢喝白开水”:
最近网上在传，2019 年有知青
补助新政策，是否属实？

市人社局：没有单纯的知青
补助政策。对符合政策的原知青
人员的知青工龄，会在计算社会
保险缴费年限和领取养老金时有
所体现。

市中心老旧小区改造
设计单位能否由业主委托

编号为“72152”的网友：
关于市中心老旧小区改造的设计
单位，是否可以通过小区业主多
向选择后自行委托？设计费是否
可以从批准经费里支出？

市住建局：目前《宁波市老
旧住宅小区改造建设指南（试

行）》中对项目设计方案的确定有如
下要求：1、改造申报主体为社区
居委会或业委会，首先要征集居民
对改造内容的意见，并对改造事项
进行表决。2、由所在社区居委会
报街道同意后，街道通过购买服务
方式提供方案设计、造价咨询服务，
制定初步设计方案，完成后公示。
3、经居民二次表决同意，确定改
造设计方案后，进行项目申报。

宁波绕城高速
能实施免费吗

编号为“70195”的网友：宁
波的绕城高速不能免费吗？

市交通运输局：目前，全国高
速公路经营体制机制是根据国务院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 规定，采取
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模式推进。
目前，宁波的高速公路收费标准和
年限等都是根据《收费公路管理条
例》规定，报经省政府批准后实施
的。如果要对某段高速公路实施免
费通行，需要采取“政府购买服
务”的方式进行，即由所在地的地
方财政予以补贴。我市于2013年9
月开始实施的绕城高速公路半价优
惠通行，也是宁波市政府以购买服
务的形式，由市财政补贴给高速公
路经营单位后实现的。您提出的对
绕城高速实施免费的建议，考虑到
补贴规模较大，我们将积极会同市
财政局适时开展可行性调研，并研
究形成可行性方案报市政府审批。
在新的方案出台前，仍需遵循目前
的高速公路收费运营体制。

云医院的药品快递
有监管措施吗

网友“s西”：卫健委对云医
院的药品快递采取了监管措施吗？

市卫生健康委：根据浙药监通
［2019］ 3 号 《关于印发 2019 年浙
江省送药上山进岛便民服务点建设
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7〕32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医疗联
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国
办发 〔2018〕 26 号 《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
发展的意见》均提到，允许医疗机
构联合药品批发企业，提供药品配
送入户服务。目前，云医院药品配
送合作单位为大型药品批发企业，
配送物流为国内三大物流公司。配
送药品目录仅局限于非特殊温度保
存要求的口服药品，确保 24 至 48
小时配送入户，请您放心使用。

宁波至绍兴城铁
为什么不能提前购票

网友“lam025”：开通“宁波
至绍兴”城铁是好事，但不能提前
买票太麻烦了。一是必须提前半小
时到站，浪费时间；二是不能确定
能否买到票。现在购买火车票、长
途车票都可提前，也可网上购票，
为什么城铁做不到呢？

市交通运输局：宁波至绍兴城
际列车目前的购票方式为每个人限
购一张，主要因为开通初期有许多
不确定因素，如购票后发生大客流
集中出行，会导致旅客人数超载而
滞留情况。一旦超载，将严重影响
列车安全运行。还有，现在买火车
票、长途车票是实名制，宁波城际
列车为非实名制购票，如果提前买
票可能会发生“黄牛”倒票现象。
目前，宁波城际购票还是比较方便
的，只要时间允许，随时可以现场
购票上车。下一步，宁波、绍兴两
地城际公司将加强对接，尽快共同
开发完善票务软件系统，逐步淘汰
纸质车票以方便旅客出行。

（海文）

部门回复精选

投诉、咨询、建议、求助……
您可通过以下方式进行咨询：

1、登录中国宁波网民生 e 点
通问政平台；

2、关注宁波 e 点通微信 （扫
描下方的二维码） 直接提问；

3、拨打民生热线 81850000 提
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