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13日 星期一

海曙 鄞江镇：鄞江工农桥 4 号公变，米氏实

业，凯凯有机玻璃，金励特种钢管厂，中国电信，涛

涛金属制品，德伟电器，鄞江商埠 7 号公变、鄞江所

前 4 号公变 （800-1600）

1月14日 星期二

海曙 西郊中心小学 5001856637，海曙区民政局

5001334735，前丰村民配电室 1 号公变 （900-1700）

1月15日 星期三

海曙 展业新诚、博日机械 （830-1600） 鄞江

镇：光溪 4 号公变、冷水庵 1 号公变、恒腾机械、凯

顺 户外、光溪 8 号公变、隆赛特橡塑、富华工艺品

厂、永多塑料制品、麻滩 1 号公变、得发铝型材配

件、光溪 9 号公变、光溪 2 号公变、鄞江镇人民政

府、鄞江小溪桥 8 号公变、菜场 7 号公变、如海 6 号公

变、广安 6 号公变 （800-1600） 鄞江镇：鄞江中心

卫生院、鄞江农行、新江厦超市、三益日用品、光溪

6 号公变、鄞江中心卫生院、光溪 3 号公变、亮健塑

胶厂、阿斯乐迪发制衣、金源模具、鄞江四明 2 号公

变 （800-1600）

增加：

1月6日 星期一

杭州湾新区 移动通信 （830-1630）

1月7日 星期二

江北 庄桥街道东邵村 （800-1630）

取消：

1月7日 星期二

江北区 庄桥街道东邵村 （830-1630）

宁波供电公司

网址：95598.zj.sgcc.com.cn

计 划 停 电 预 告

《宁海县生活垃圾应急填埋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已编制完成，现将有关信息进行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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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可至光大国
际信息公开网站(https://hj.ebchinaintl.com.cn:8090/EM5/cn/
index.php?m=index&a=index&companyid=33)或宁海县政府信
息公开网站(http://zfxx.ninghai.gov.cn/)—政府决策—重点项
目栏目查阅。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纸质报告书可至白峤埠
垃圾填埋场办公楼会议室（宁海县 S215 宁松线公路管理处前
100 米）查询。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

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代表等。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为跃龙街道(雪坡
村、水车村、白桥村、岙里村)、越溪乡(越溪村、灰场村、亭枫新村)。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
本次信息公开将公众意见表作为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的附件，其网络连接同前述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在征求公众意见的有效期内，公众可通过电子邮件、传

真、信函等方式将填写好的公众意见表或其他有关环保方面
的意见或建议提交给建设单位。请公众在发表意见时尽量将
意见表填写完整，以便能及时向您反馈相关信息。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截止时间
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17 日。
六、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光大环保能源（宁海）有限公司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祝经理
电话：0574-83556905-8011
Email：zhuxx@ebchinaintl.com.cn
传真：0574-83556905-8004
地址：1、白峤埠垃圾填埋场办公楼会议室（宁海县 S215

宁松线公路管理处前 100 米）；2、光大环保能源（宁海）有限公
司会议室（纬二路南、北新建材东）

邮编：315600
光大环保能源（宁海）有限公司

2020年1月6日

宁海县生活垃圾应急填埋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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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个爱心坐垫已就位，等
待站票乘车返乡的小伙伴们。同
时，我们也期待有爱的您参与这
次寒冬暖心活动，奉献自己的一
份温暖。

2016 年至 2019 年，中国宁波
网民生 e 点通林萍微心愿工作室携
手上海铁路局宁波车务段、太平洋
寿险宁波分公司，连续四年在春节
前推出了“宁波大爱·伴您回家

——温暖坐垫送给站票回家的您”
寒冬暖心活动，让在甬城工作的返
乡务工人员感受到宁波的温暖。

连续四年，这一暖心活动受到
了省、市文明办的高度关注，赢得
了广大外来务工人员的点赞，也引
发了人民网等中央、省、市媒体的
关注，成为全国春运的一道温暖风
景。

今年，为了继续给外来务工人

员送上宁波人民的这份特别关爱，
工作室将再次携手上海铁路局宁波
车务段、宁波市“保险方舟”志
愿者总队、太平洋寿险宁波分公
司，开展“宁波大爱·伴您回家
——温暖坐垫送给站票回家的您”
活动。

1 月 10 日至 12 日，您若持有
当日长途站票，可凭身份证和车
票，到铁路宁波站二楼候车厅的

“红帽子行李搬运”处 （南广场入
口右手边吧台，有醒目标识），领
取一个暖心坐垫。

在此，我们先向广大网友征集
爱心志愿者。如果您想加入这项暖
心活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报
名：1、微信搜索“nb81850”,关
注后发送“送坐垫”获取报名链
接；2、拨打热线 81850000。

（傅钟中）

中国宁波网民生e点通岁末“温暖列车”继续前行

“宁波大爱·伴您回家”第五季开启
1月10日至12日，期待有爱的您参与

一碗腊八粥，暖暖腊八节。1
月 2 日，来自中国宁波网民生 e 点
通“宁波帮帮帮”的志愿者走上街
头为 6000 余位市民免费派送了香
糯可口的腊八粥。

早在前一天晚上,金峨寺的工
作人员便选用了红豆、大米、黑豆、
小米、莲子等 16 种材料，连夜精心
熬制了 30 大桶 6000 余份腊八粥。

早上5时多，来自宁波公交集团、
宁波市城际铁路发展有限公司、宁波
汽车南站、宁波来福士广场、泰康养老
宁波分公司的志愿者便出发了。

志愿者们首先来到了铁路宁波
站南广场，为早班公交司机送上了
一份暖心粥。接着，他们又依次把
粥送到了公交清水桥站、公交庆丰

桥站、公交白沙中心站、来福士办
公楼等地。香香暖暖的粥还被送上
了开往绍兴的早班城际列车。

让人感动的是，一路上，不少市
民主动加盟，成了爱心派粥员以及
这一公益行动的保洁卫士。

（张璐）

香喷喷的腊八粥香喷喷的腊八粥 情暖6000余位市民朋友

热腾腾的饺子一锅又一锅，精
彩纷呈的节目一个又一个⋯⋯1 月
1 日，中国宁波网民生 e 点通温暖
列车开进环城南路西延工程，为那
里坚守岗位的工人们送上了一顿暖
心饺子宴。

本次活动由宁波日报报网携手
市住建局共同主办，并要特别感谢
宁波银行的爱心支持，感谢来自宁
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东部新城中
队、宁波赏越轩越剧社、江北老年
大学甬江分校、海曙文化馆云霞时
装队、海曙爵士鼓校的志愿者，以
及宁波各路爱心网友的热心参与。

环城南路西延工程，是宁波市
中心城区“四横五纵”快速路网总
体结构布局中的重要“一横”，工
程全长约 8.9 公里。一期工程已于
2019 年 9 月 30 日开放通行，二期
工程目前正在全力推进，已完成总
工程量的 23%。即便是元旦佳节，
依然有不少工人坚守在建设第一
线。记者了解到，这些工人大多来
自四川、安徽、江西，其中还有
10 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工友。

“猪肉要挑最好的！”“加点蔬
菜，口感会更好！”元旦前一天，
志愿者们早早行动起来，选购食
材。新年元旦，志愿者早早来到了
工地，烧水、切菜、和馅⋯⋯他们
要 为 这 里 的 建 设 工 人 现 场 包 上
5000 只爱心饺子。

“工人兄弟姐妹们辛苦了，他们
为宁波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今天来给他们包顿饺子，以表达我
们的谢意。”市民何女士已是第二次
参加“温暖列车新年送饺子入工地”
的活动了，今年她除了带着家人朋
友来包饺子外，还招呼了江北老年
大学甬江分校的同学，为工人们带
来了一场精彩的葫芦丝演奏。

“起锅喽！吃饺子喽！”伴随着

掌勺志愿者的一声招呼，热腾腾的
水饺被送到了坐在台下的工人们手
中。台上，文艺志愿者也开始忙碌
起来，为工人们送上精心准备的文
艺大餐。越剧、架子鼓、走秀，好
戏连台，引得台下的工人们连连叫

好，掌声不断。
除了文艺节目外，宁波市公安

局交通警察局东部新城中队的交警
们也来到现场，为工人们带来了一
场电动自行车安全知识宣讲。现
场，东部新城中队还为工人们送上

了 120 顶电动自行车头盔。
来自宁波市住建局、宁波日报

报业集团、东部新城交警中队的相
关领导当天也来到工地，与工人兄
弟和志愿者同乐。

（傅钟中 钟海雄 廖业强）

热腾腾的饺子热腾腾的饺子 送进环城南路西延工程工地

温暖回顾
每年岁末年初，中国宁波网民生e点通都会如期推出系列暖心活动，得到甬上广大网友的热烈

响应。一如既往，今年的岁末“温暖列车”再一次满载众多志愿者和热心企业的大爱开启了。

机动车年检
检测费用是否已经上涨

编号为“80790”的网友：1
月 2 日，我 5 座家用小车在第五检
测站年检，费用为 245元。其中上
线检测 182元，但收费处墙上挂着
的标准是 120元。工作人员说费用
已经上涨，请问是真的吗？

市生态环境局：2019 年 11 月 1
日起，国家要求对机动车排放检验
新增部分外观检查、OBD 检查与
柴油车氮氧化物检测项目，采用新
标准增加了价格成本，检验机构拟
公告提价。我局作为行业主管部
门，数次协调后于 11 月 1 日将有关
情况书面致函市发改委。发改部
门明确对此函复：该项目收费调整
属省级发改部门权限，且依据省发
改部门最新通知，机动车排放检验
目前仍应执行原收费标准，在新的

《浙江省定价目录》 修订完成并公
布实施后实行市场调节价。部分检
验机构于 11 月 10 日执行检验新价
格，这一行为是否违反相关规定由
市发改委和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定和
查处。

低保复核工作
我市是怎么进行的

编号为“80578”的网友：请
问我市的低保复核工作是怎么进行
的？

市民政局：低保复核是对低保
家庭的收入、财产和支出情况进行
调查。根据 《宁波市最低生活保障
办法》 第三十条规定，我市对最低
生活保障家庭实行分类管理。区县

（市） 民政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应当定期对最低生活保
障对象进行复核，并根据需要进行
随机走访调查。对家庭人口、收入
和财产状况较为稳定的家庭，应当
每年至少复核一次；对家庭成员有
劳动能力及条件的家庭，应当每季
度至少复核一次，并且定期进行走
访调查。对复核中发现的不再符合
低保条件的家庭，将依规予以清
退。

若发现有违规纳入低保的线
索，欢迎您举报，我们将及时开
展调查，依规查处违规纳入低保
的 对 象 。 投 诉 举 报 电 话 为
89189073。

不动产抵押登记
哪些银行可一站式办结

网友“CBHT”：请问宁波可
以进行不动产抵押登记一站式办结
的银行分别是哪几家？

人行市中心支行：目前，不动
产抵押登记进银行工作还在逐步推
进，该工作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组织开展，已上线的 16 家试点银
行为：中国工商银行宁波市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宁波市分行、中国银
行宁波市分行、中国建设银行宁波
市分行、交通银行宁波分行、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宁波分行、上海浦发
银行宁波分行、平安银行宁波分
行、中信银行宁波分行、中国民生
银行宁波分行、宁波银行、宁波东
海银行、上海银行宁波分行、杭州
银行宁波分行、北京银行宁波分
行、宁波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目前上述银行的分行营业部已
能办理不动产抵押登记业务，并逐
步向支行推广。具体受理网点情况
可以向各银行分行营业部咨询。具
体业务办理要求可以向不动产登记
中 心 咨 询 ， 咨 询 电 话 是 0574-

87185516。

海曙城中村改造三年计划
涉及哪些村庄

网友“timfeng324”：海曙区
启动新一轮城中村改造征迁三年行
动，计划通过 2019 年至 2021 年三
年时间，完成海曙区 25 个城中村
改造征迁项目，范围为绕城高速以
内，总面积约 140平方公里。请问
计划改造哪些村庄？

海曙区：城中村改造是个滚动
开发的过程，2019-2021 三年计划
是个初步的改造方案。在具体改造
前会综合评估各个行政村的指标，
做详细可行性研究分析。对计划内
不符合条件的村会剔除，计划外符
合条件的村也会增补进来，所以
2019-2021 三年初步计划并不是最
终的改造计划。2020 年初步改造
的村是共任村、葑里村、薛家村、
车何渡村、雅渡村、冯家村，根据
实际情况还会有调整。2021 年改
造村由于时间间隔较大，存在较大
变数，暂不公布。

解困房限售5年
从什么时候算起

网友“jiashi1021”：本人有一
套位于首南街道德胜家园的解困
房，规定 5年内限售。解困协议的
签署时间为2019年4月，房产证做
出时间为 2019 年 11 月。请问 5 年
的限售期从什么时候算起？

鄞州区：按照鄞政发 【2004】
123 号文件对于解困房产权处置的
规定，解困房购买后，原则上必须
自住，不得交易、转让、出租、经
营、改变用途等。如确需交易，必
须住满 5 周年，并在交易时按同期
同地段普通商品房的市价补缴差
价。这里的住满 5 周年，起始时间
可以按照解困协议上约定的时间为
准，如果解困协议上没有约定时
间，则按交付结算清单的时间为
准。

空关房物业费
目前优惠政策是怎样的

编号为“15740”的网友：原
入住房现已搬离空置一年多，物业
费可减免吗？

市住建局：根据宁波市住宅小
区物业管理条例实施意见，业主对
物业办理交付满 1 年后仍未入住的
空关房，第 2 年开始业主应向物业
服务企业提交空关房起止时间书面
申请，经物业服务企业核实后，第
2 年开始物业费按 80%比例交纳。
根据文件精神，您的情况不可以减
免物业费。

投诉、咨询、建议、求助……
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联系：

1、拨打热线81850000；
2、微信搜索“nb81850”，关

注后直接留言；
3、扫描下方二维码，直接发

帖。

（海文）

部门回复精选

志愿者给工人们送上饺子宴和文艺大餐。（廖业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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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