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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考期间
中心城区考场使用空调吗

网友“花开在眼前”：2020 年
中考推迟至 6 月 26 日至 27 日，可
能会遇到高温天气。请问市教育局
和市考试院，如何保证公平，中心
城区 （海曙、鄞州、江北） 所有考
场能开空调吗？如果部分考场使用
空调，如何保证公平？

市教育局：今年我市中考考场
原则上不使用空调，主要基于两方
面的需要。

（一） 当前疫情防控常态化的
需要。如果考场开启空调，30 个
考生将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下持
续聚集 2 个半小时 （从进场到考试
结 束）， 且 两 天 内 要 进 行 五 场 考
试，不利于当前疫情防控。市教育
局和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6 月 9 日印
发 《宁波市 2020 年中考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方案》 明确规定“考
场一律开窗通风，原则上不使用空
调”，这是维护师生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的重要举措。

（二）维护考试公平、公正的需
要。中心城区或其他同一招生区域
的各区县 （市），都有相当一部分
的考场没有或无法安装空调。如果
允许少数配备空调的考场启用空
调，对其他考生而言是不公平的。
我们要保证在同一招生区域内的考
生有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当
然，防暑工作已作了考虑。考试时
会根据当天气温，允许开启考场内
的电扇 （此点已向各地明确，并要
求考前做好考场内所有电扇的检
修、保养工作）；如果当天气温过
高，考点还将采取其他降温措施。

今年情况特殊，希望广大家长
能够理解和支持疫情防控要求下的
中考组织管理工作。

对北京来甬人员
目前防疫政策是怎样的

网友“yingzi97”:请问现在从
北京去宁波，要进行隔离吗？

市卫健委：对北京中高风险地
区来甬人员和我市 14 天内曾经到
过上述地区的返甬人员，发现后及
时送当地综合服务点实行核酸检
测，做到“应检尽检”；加强信息
共享和大数据排查，对 5 月 30 日后
到过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京深海
鲜批发市场、顺鑫石门批发市场、
怀柔区万星农副市场、平谷区东寺
渠农副产品市场、朝阳区松榆东里
市场等 6 大批发市场和中国肉类食
品综合研究中心的人员，实施集中
医学观察；对北京来甬人员和 14
天内我市从北京返甬人员，实行核
酸检测“愿检尽检”。

宁波至北京的列车
现在保留了几趟

网友“NByerssj”：6 月 30 日
的 G420 取消了，想问一下宁波至
北京的列车，现在保留了几趟？

上铁宁波车务段：受疫情影
响，即日起至 6 月 30 日，宁波至北
京的大部分列车停运，仅保留一趟
G168 次列车。7 月 1 日后停运情况
目前尚不清楚，后续线路停运及恢
复信息您可拨打上海铁路局客服热
线 021-12306 进行咨询。

明州大桥维修
9月底能如期双向通车吗

网友“深渊上的火”：3月19日
至 5 月底，明州大桥东半幅桥面封
闭施工；6 月至 9 月底，西半幅桥面
封闭施工。但部门现在答复预计 6
月底才能完成东半幅桥面施工，请
问是不是维修工作延期了 1个月？9
月底明州大桥能不能如期双向竣工
通车？

市国资委:上阶段大桥东半幅
桥面磨耗层施工受雨天及湿度大于
85%影响无法实施，通过近期利用
合适的窗口期实施面层施工，目前
东半幅面层施工已经完成，正在进
行收尾和清理工作，预计 6 月底前
完成交通导改，项目整体计划 9 月
底完工。

住房纯商业贷款
能按月划转公积金了吗

网友“sunqian8”：关于住房
纯商业贷款按月划转公积金业务，
去年住建部门曾回复正在进行调
研，请问进度如何了？何时开展？

市住建局：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已制定商业贷款逐月划转业务
实施方案，目前正在对商业贷款数
据质量进行核查，由于基础数据量

大，预计年内会在十家住房公积金
承办银行率先实施纯商贷住房公积
金提取按月划转业务试点工作。

低标准养老保险
怎样补缴为基本养老保险

网友“402052177”：1.2013 年
的时候一次性补缴了 13 个月的低
标准养老保险，现在是否可以把这
13 个月的低标准养老保险补缴为
基本养老保险？2.如果没有把这13
个月的低标准养老保险转成基本养
老保险，退休之后是否只能按照低
标准养老保险的标准拿保险金？

市人社局:若您是本市参保人
员且未退休之前，低标准养老保险
补缴成基本养老保险的条件为：本
市户籍 （包括农村与非农村户口）。

以下情形不能补缴：
1、被征地养老保险折算的低

标准年限
2、低标准前补年限
3、 2006.5.1- 2007.5.1 期 间 参

保的个人不缴费低标准年限
经办流程：携带身份证原件和

复印件、户口簿、补缴申请书，到
现参保地的社保机构申请办理。

只要您养老保险中有一个月是
低标准养老保险，只能按照低标准
养老保险待遇享受。

宁大小吃一条街
会全面升级改造吗

编号为“89978”的网友：位
于宁波大学一村、二村之间的小吃
街是否已有拆除改造计划？对已租
赁的商户有无补贴？

镇海新城管委会：宁大学生村
小吃一条街违章搭建较多，周边卫
生脏乱差，机动车辆与非机动车辆
停放无序，严重影响卫生文明城市
建设。根据镇海区 《关于改造提升
宁大学生村周边环境》 专题会议精
神及我委与相关部门协商后决定，
为加快宁大学生村小吃一条街环境
整治及形象提升项目建设，承包商
到期后，镇海新城管委会将收回资
产，进行全面升级改造。

疫情防控期间已租赁的商户是
否有补贴政策可向租赁单位申请协
商。

中本一体化后
中职学生如何升学考研

网友“甜麦圈@”:中本一体
化和五年制学前教育，后阶段要经
过考核，可以进入大专或本科，这
个考核指成人高考还是普通高考？
如果顺利通过考试进入本科，能否
考研？和普通高考考入本科有什么
区别？

市教育局:1. 中本一体化后阶
段考核的问题。根据相关文件规
定，“被录取的学生先在中职学校
学 习 3 年 ， 3 年 后 参 加 中 职 升 学

‘文化素质+职业技能’全省统一
考试，上线考生才能升入对应的本
科院校继续 4 年的本科学习”。

2. 五年制学前教育专业后阶段
考核的问题。根据相关文件规定，

“对通过中职阶段学习达到毕业水
平的考生，由牵头高校采取文化和
技能相结合的方式组织考试考核，
考试考核合格者，经设区市教育局
和省教育考试院审核同意，升入高
校学习”。

3. 通过中本一体化途径进入本
科院校的考生，如果修完本科阶段
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成绩和
答辩合格的，可颁发全日制本科文
凭，可以考研。

联丰中路拓宽咋没动静了
今年会开工吗

网友“gonenever”：联丰中
路 （机场路-薛家路段） 拓宽计
划，2020年 4月底时海曙区回复说
5 月份开工，2021 年 5 月可以完
工，现在都 6月中旬了，为何一点
动静都没有？还会按计划拓宽吗？

海曙区：经了解，由海曙区交
投公司负责具体实施的联丰中路

（机场路-薛家路段） 改扩建工程
目前处于开工前准备阶段，正在对
接镇乡落实拆迁工作，计划于今年
下半年开工建设，预计 2021 年年
底完工。

（海文）

温岭槽罐车爆炸事故发生后，
江北区申明亭路、铸峰路、康庄北
路的违停槽罐车引发关注。众多网
民在中国宁波网民生 e 点通留言投
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江北区交
警大队受理后，开展大范围的巡
查、走访和整治，对违停槽罐车进
行集中清理。

6 月 16 日晚，记者现场回访，
看到申明亭路已经没有槽罐车违
停，但是铸峰路与康庄北路上依然
有违停槽罐车。

根据 《危险品车辆必须按指定
道路、场地行驶和停放》 规定，危

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必须到有资质的
危化品专用停车场停放，禁止在其
他路段随意停放。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相关工作
人员表示，江北区交警大队已开始
对路过宁波的槽罐车进行排查，并
发函要求这些车辆的所属企业加强
对司机和车辆的管理。同时，该大
队还对辖区危化品运输企业进行了
走访，将槽罐车停放区域严格限定
在企业配套的专用停车场里。

据悉，江北区交警大队还对辖
区道路的夜间违法停车行为进行了
专项整治。其中，申明亭路、铸峰

路与康庄北路的违停槽罐车均为重
点整治对象。交警与庄桥街道联动
作战，民警负责早上 5 时至夜间 11

时的巡查，其他时段由街道工作人
员蹲守。

（廖业强 王李娜）

申明亭路、铸峰路、康庄北路
交警与街道集中清理违停槽罐车

上周，记者根据网友在中国宁
波网民生 e 点通群众留言板上的投
诉，曝光了海曙区溪下水库、江北
区英雄水库两处水源保护地垃圾频
现的问题。问题曝光后，相关部门
火速开展整治工作。目前，两处水
源保护地曝光点位的垃圾已清理完
毕，其余部分的清理维护工作也在
有序推进。

6 月 16 日上午，记者在慈城镇
英雄水库北侧看到，曝光点位堆放
的垃圾已经清理完毕。记者了解到，
被曝光的点位位于英雄水库上游，
地属公有村，距英雄水库约 200 米。
因该处为英雄水库集雨范围，堆积
的垃圾会对英雄水库水质造成一定

影响。
江北区慈城镇农村发展局王翰

介绍，问题曝光后，镇里第一时间
对垃圾进行了清理，同时，还对英
雄水库周围区域建立了长效管理机
制。

“一是设立建筑垃圾、大件垃
圾、农作物秸秆垃圾等临时堆放点，
引导村民将垃圾集中堆放至临时堆
放点，统一运输至镇级大件垃圾分
类处理中心进行处置，严禁焚烧；
二是开展农村生活垃圾大清理，进
一步提高农村垃圾分类质量和实
效，消除农村房前屋后、河岸、沿
村公路和村道沿线散落的积存垃
圾。”王翰说。

当日，记者还回访了溪下水库
被曝光点位。记者从溪下水库下游
庄家溪一路往水库方向行走，未发
现有人在烧烤和乱扔垃圾的情况。
在溪下水库的上游区域，记者看
到，工作人员正在对水面上漂浮的
杂物和垃圾进行清理。

海曙区横街镇农办主任郁重彦
告诉记者，此前该区域确实存在偷
倒垃圾、私自野炊烧烤的情况。目
前，镇里已经将沿线垃圾清理完
毕，下步，将种植绿化并安装隔离

栏，防止类似情况发生。此外，属
地城管中队还将在私自野炊烧烤高
发区域安装隔离栏、设立警示标
志。同时，各部门还将进一步加大
巡查力度，一经发现野炊烧烤游客
立即劝离，一经发现垃圾偷倒等行
为立即查处。

“我们的每一口好水都离不开
大 家 悉 心 的 维 护 。” 相 关 部 门 倡
议，广大市民爱惜身边的水源保护
地，切莫乱堆乱扔垃圾、破坏水
源。 （钟海雄）

溪下水库与英雄水库
周边环境脏乱差已经整改

上周，记者根据网友在中国宁
波网民生 e 点通群众留言板上的投
诉，曝光了鄞州白鹤新村延芳桥通
道共享单车堵门，江北锦江花园、海
曙翠南社区防疫帐篷破损严重的问
题。问题曝光后，相关部门快速对这
几处不文明防疫设置进行了整改。

记者从白鹤街道了解到，6 月
15 日，白鹤社区组织人员将延芳桥
路口的铁丝、铁链拆除，并将绑在门
上的共享单车取下，同时，还将放置
在桥上的数条椅子清理完毕。目前，
该出入口已经能正常通行，后期会
根据疫情变化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
次封闭。

该负责人坦言，用共享单车封
门的行为确实不妥，他们会吸取教
训，要求辖区物业优化封闭通道的

方案，不再用这种不文明的方式封
道。

记者从文教街道了解到，报道
刊发后，育才社区工作人员立即前
往现场查看，现已联合小区物业将
破损的帐篷拆除。拆除后，防疫点已
移至小区门岗处。同时，针对此类情
况，文教街道已要求辖区内 7个社区
自查，对于存在的帐篷破损、帐篷内
停放电动自行车等问题进行整改。

记者从海曙区西门街道了解
到，报道刊发后，翠南社区已安排相
关工作人员将破损的帐篷进行拆
除，并更换了一个新的帐篷。同时，
街道还通知了各社区，要求对各小
区的防疫点帐篷进行检查，对破损
老旧的帐篷进行更换，维护良好的
城市形象。 （仇龙杰 傅仲楠）

白鹤新村、锦江花园、翠南社区
防疫设置变得整洁便民了

空地上的车辆被移走，划线工
作开始。 （傅钟中 摄）

网友在中国宁波网民生 e 点通
发帖询问：在地铁大通桥站发现，
旁边空地上密密麻麻地停着清一色
的比亚迪新能源车，四周还围着水
泥栏，这样占用公共空间是经过批
准的么？

记者在现场看到，网友反映
的这一地块位于地铁大通桥站 F
口北侧，长、宽约 25 米，里面停
着七八十辆比亚迪新能源车，一
辆紧挨着一辆。个别车辆的车身

上 还 贴 着 “ 滴 时 汽 车 ”“ 一 汽 惠
迪”的字样。

记者从宁波市轨道交通建设
指挥部了解到，该地块为青云路
辅路用地，比亚迪网约车公司在
未告知指挥部的情况下，私自将
车 辆 停 在 了 这 块 空 地 上 。 对 此 ，
指挥部已联合江北区交警部门和
甬江街道，请比亚迪网约车公司
尽快退出场地。

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

来，他们将按照网友的提议，对该
场地进行划线、改造，在青云路动
工前，供周边市民临时停车，方便
大家出行。

6 月 17 日 ， 记 者 回 访 现 场 看
到，场地内的比亚迪新能源车已被
全部移走，地面上已开始划线。

（傅钟中）

地铁大通桥站空地
将改造为临时便民停车场

网友通过中国宁波网民生 e 点
通群众留言板呼吁：镇海区骆驼街
道银店弄小区北区商铺区域的环境
太令人恶心。满地是粪便垃圾，无
人整治，请有关部门来看一看、闻

一闻。
6 月 11 日，镇海区回复，社区

已采取行动，邀请城管中队、特
保、环卫站对银店弄小区楼下商铺
进行联合整治，并发动居民参与环

境清洁，保持长效管理。
6 月 18 日，记者前往现场，看

到银店弄小区楼下商铺外围已较为
干净，但商铺过道里依然飘出臭
味，现场纸屑满地，并随风四处飘
散。商铺通往居民楼的坡道上，也
撒满了塑料袋和纸屑。

“有些人真是太不像话，堆积
杂物也就算了，还在墙角尿尿。”
一些居民怒斥，“商铺一旁就有公
共厕所，相距最多不过 30 米。”

中街社区一名工作人员的解释

是：银店弄小区是老旧小区，目前
采取自治模式，但商铺区域未在小
区自治范围内。

这名工作人员还称，社区已对
商铺区域内占道和堆积的杂物进行
了清理，6 月 17 日，又召集环卫、社
区志愿者开展了“牛皮癣”清理工
作，但由于此处“牛皮癣”体量较大，
非一天可以清理完毕。记者在现场
见到的大量纸屑可能是铲除牛皮癣
后还未来得及清扫的残留物。对此，
环卫部门将进一步清扫。（邱韵）

银店弄北区商铺区域
粪便垃圾“牛皮癣”开始清理

6月 13日晚，申明亭路上停放着
多辆槽罐车。

（网友“费市名媛”摄）

投诉之后干净多了！
网友期盼:除了整改还需长效管理

英雄水库周边已经清理完毕。
（钟海雄 摄）

工作人员正在溪下水库区域
进行清理作业。 （钟海雄 摄）

此前，鄞州区白鹤新村西侧通道
居民钻“洞”进出。

（引自网友“六源”帖文）

白鹤新村西侧通道已恢复通
行，旋转门可正常转动。

（仇龙杰 摄）

此前，江北区锦江花园大门外
防疫检查点的帐篷破损，塑料布随
风飘扬。 （傅仲楠 摄）

锦江花园大门前的帐篷已拆
除。

（傅仲楠 摄）

此前，空地上停满了比亚迪新
能源车。 （傅钟中 摄）

6月16日晚，申明亭路上已没
有槽罐车违停。

（廖业强 摄）

发现身边不文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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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