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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城旧城区改建 （慈城卫星城棚户区改造二期剩
余国有土地上房屋及古城零星房屋） 项目已于 2020 年
8 月 24 日正式作出房屋征收决定，为保证房屋征收工
作顺利进行，保护被征收人合法权益，依据 《浙江省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宁波市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 等有关规定，将公开选定房
地产评估机构，现就公开报名事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慈城旧城区改建 （慈城卫星
城棚户区改造二期剩余国有土地上房屋及古城零星房
屋） 项目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共约 1.64 万平方米，涉
及被征收人数量为 139 户。

二、资质要求：具有省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颁发的三级以上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并列入 2020 年宁
波市房屋征收评估机构名录，具有 2 名以上有房屋征
收评估经验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信誉良好，业

务规范，无不良信用记录。
三、报名时间：2020 年 8 月 31 日上午 8:30——

2020 年 9 月 2 日下午 3:30。
四、报名地点：江北区房屋征收管理服务中心

（育才路 17 号）
五、其他：
1、报名时请随带房屋征收房地产价格评估报名

表、企业营业执照、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证书、拟参
加本项目估价的注册评估师资格证书、评估员资格证
书原件及复印件。

2、上述项目若在共同协商选定环节中，协商一致
产生评估机构，该项目后续公开选取程序自行终止。

（联系人：成薇 联系电话：87571668）
宁波市江北区房屋征收管理服务中心

2020年8月28日

关于慈城旧城区改建（慈城卫星城棚户区改造二期剩余国有土地
上房屋及古城零星房屋）项目选定评估机构公开报名的公告

因会展路与莘苑路西侧污水管维修工程的施工需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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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9 月 3 日至 2020 年 9
月 20 日，对会展路 （莘苑路-福庆北路） 的交通组织
实施调整，具体内容如下：

一、00:00-24:00，禁止一切机动车在会展路 （莘
苑路-福庆北路） 由东往西方向通行。

二、施工期间公交线路临时改道运营，具体方案
如下:

（一） 公交张家瀛站至公交前殷站的 104 路、公交
东环南路站至宁波客运中心的 116 路公交线路单向临
时改道运营

1、改道走向：会展路莘苑路口后单向改走莘苑
路、民安东路、民安东路河清北路口后按原线运营。

2、单向撤销部分会展路、河清北路走向及会展路

莘苑路口、莘香雅苑北站。
（二） 公交东环南路站至鄞州行政服务中心 （明州

医院北） 的 168 路公交线路单向临时改道运营
1、改道走向：会展路莘苑路口后单向改走莘苑

路、民安东路、民安东路海晏北路口后按原线运营。
2、单向撤销部分会展路、河清北路走向及会展路

莘苑路口、莘香雅苑北站。
受限车辆可通过民安东路或通途路绕行。
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配合现

场交通管理人员指挥，遵照现场交通标识指示通行。
特此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宁波市鄞州区排水管理中心

2020年8月28日

关于会展路（莘苑路-福庆北路）实施单向通行的交通管制公告
（2020年第84号）

华东物资城机电市场价格行情
物资名称

专业喷涂机

汽油发电机

柴油发电机

抛光材料

甬字三角带同步带

天频电气电缆桥架

规格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品牌

固瑞克

凯普

常柴

三鑫

甬字

天频

价格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联系电话

13566595636

13606581377

13967893757

15968998143

13656787879

13957836356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宁穿路535号电话：87800666

日期：2020年8月27日

磨料磨具
正泰电器、配电箱
轮胎
电热元件电炉配件
液压管加工
装潢五金
交通设施
因行情变化，以当日报价为准。产品种类繁多，欢迎垂询、交易。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金氏、YFS依富斯
正泰
佳通、米其林
厂方直销
厂方直销
厂方直销
厂方直销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13957415839
18758348627
13336683603
13805863430
13306682809
13777142322
18069018672

8 月 21 日，贝壳宁波站“夏季
送清凉·公益行”全面启动，联动
8 大合作新经纪品牌设立“户外工
作者休息驿站”，为户外工作者提
供免费防暑用品、免费饮水、紧急
避雨、临时休息、手机充电等多项
服务，用实际行动给烈日下坚守岗
位的工作者增添一丝清凉。

据了解，贝壳在关注城市居住
服务行业发展的同时，也一直致力
于社区公益。连续两年，“壳”普
专车、“真房源研究所”走进百家

社区，给社区居民科普房产知识。
2019 年 12 月，贝壳宁波站走进鄞州
特殊教育中心，为特殊少年的成长
增添关爱。春节期间，贝壳宁波站
设立专车专线，护送学子安心返
乡。2020 年高考期间，精选了 400 多
家门店，设立高考服务站，为高考学
子保驾护航⋯⋯截至目前，贝壳宁
波站共举办过近 50 场公益活动。

“户外工作者休息驿站只是贝
壳践行社区公益的一小部分。围绕
社区生活，贝壳宁波站还开展了多

项社区便民服务，如应急电话、应
急上网、应急充电、应急雨具、询
路指引等多项免费服务。”贝壳浙
南省区总经理罗林洪说。

此外，从全国来看，根据贝壳
平 台 连 接 的 部 分 门 店 数 据 显 示 ，
2019 年平均每月在社区便民服务方
面，应急电话服务超 5.4 万人次 ，
应急上网服务超 1.9 万人次，应急
充电服务超 2.1 万人次，应急雨具
服务 6.4 万人次，寻路指引服务超
4.4 万人次。 （王颖）

贝壳宁波站为户外工作者送清凉

8 月 23 日，吉利汽车集团旗下
中高端纯电品牌几何汽车在宁波举
办以“能量变奏夜”为主题的新车
上市发布会，宣布几何汽车首款纯
电 SUV 几何 C 上市。新车共推出
NEDC400km、 NEDC550km 两 个
续航版本共 5 款车型，综合补贴后
售价为 12.98-18.28 万元。

几 何 C 定 位 为 “ 真 能 跑 纯 电
SUV”， 以 “ 真 续 航 ” 与 “ 真 保

值”两大突破，解决纯电动车续航
和保值率两大用户痛点。凭借行业
首创、几何汽车自主研发的 SEM 智
能能量管理系统，几何 C 续航精准
度接近 100%，续航最大提升 40%，
引领纯电汽车迈入“真续航”时
代。几何 C 还作出行业首个整车、
官方保值回购承诺，按补贴后指导
价 2 年 7 折 保 值 回 购 ， 可 直 接 返
现，解决纯电用户残值焦虑。

除了 2 年 7 折保值回购政策以
外，购买几何 C 的用户还将享受到
一系列超值权益，如首任车主 2 年
免费充电、终身免费基础保养，送
充电桩及安装服务、终身免费流
量、赠送 2 年 0 息贷款，并可享受
终身道路救援、终身电芯质保、终
身 N 对一 VIP 服务、享 GEO 推荐官
千元礼遇等。

(王颖）

吉利纯电动SUV几何C亮相宁波

8 月 26 日，宁波宝信 BMW4S
店 举 行 BMW 领 创 店 全 新 启 航 仪
式。宁波宝信采用全新领创概念和
设计标准，集展示、销售、售后服
务为一体，不仅将为大家带来卓越
的产品、服务体验，更贴合数字新
时代风貌，让众多热爱 BMW 品牌
的朋友近距离感受 BMW“纯粹驾
驶乐趣”的魅力所在。

据了解，宁波宝信全新设计的
展厅充满浓郁的现代豪华气息，通
过专属的空间设计，深入发掘每一
个产品系列独有的生命力，让产品
自己发声，启发客户与产品的无间
对话。全新设计理念以场景化功能
分区展示概念，将新展厅划分为四
大核心区域，即礼宾服务区、客户
交流中心、产品陈列空间、专属体

验空间，令客户一目了然。同时，
进入展厅即是一场感官盛宴，香氛
系统、充满调性的咖啡香气与音乐
旋律弥漫于整个展厅，客户的听
觉、嗅觉、味觉、视觉及触觉五大
感官系统将被彻底唤醒，更加突出
BMW 品 牌 豪 华 和 创 新 的 整 体 印
象。

（王颖）

宁波首批BMW领创经销商落户宝信

黄明朗

在鄞州区百丈街道潜龙社区街
道上，一对年仅 15 岁的双胞胎姐
弟，穿着保洁服，头顶炎炎烈日，不
顾汗水浸湿衣衫，帮助环卫工父亲
清扫道路、倾倒垃圾，原因是父亲因
眼疾无法上岗，截至报道时姐弟俩
已经坚持一个月。对此，无数网友纷
纷夸奖这两个出身贫寒、十分懂事
的孩子，央视新闻官微、人民日报官
微和新华社官微也给予点赞（8 月
18 日《宁波晚报》）。

近年来，类似“穷人的孩子早当
家”的事屡见不鲜。云南学子崔庆
涛，在高考的激烈竞争中实现“人生
逆袭”，考进北京大学，接到录取
通知书时，他正在一处建筑工地和
父亲拌砂浆；被北大录取，因《感
谢贫穷》在朋友圈中刷屏的河北考
生王心仪，趁报到前的一个多月时
间，到一家培训机构打工；被清华

“最牛专业”土木工程系录取的河
南考生张晨阳，为缓解家庭经济压
力找了份兼职挣钱；出身低保家庭
的浙江学生李恩慧被浙江警官职业
学院录取后，谢绝好心人的捐款，
决心卖西瓜筹集万元学费……

这些孩子身上存在一些共性：
穷且益坚。一些学生觉得“十

年寒窗”苦不堪言，考试结束便要
求放松、补偿、犒劳。但家境贫寒
的学子感觉学习生活比体力劳动轻
松，一旦成绩不理想便深感愧对父
母，拼命学习，坚韧不拔，把各种
磨难当作成长道路上的垫脚石，志
在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实现向上的
社会流动，一步一个脚印实现人生
突破。

感恩惜福。一些学生厌学情绪
严重，父母脸朝黄土背朝天，一滴
汗水摔八瓣，他们不为所动，心安理
得地尽情享受，甚至家里不给钱就
以断绝关系相要挟。而更多家境贫
寒的学子知道挣钱艰难，懂得美好
生活来之不易，体恤父母的辛劳，勤
劳节俭，每花一笔钱都要饮水思源，
因此特别能吃苦，还能抓住时机自
觉分担家庭重负，外出赚钱。

成熟稳重。一些学生因为“昨
为田舍郎，今登名学堂”，觉得前
程大好，未来将过上更加体面、更
有尊严的生活，因而洋洋得意，忘
乎所以。家境贫寒的学子心理素质
过硬，内心强大，宠辱不惊，永葆
本色。

志存高远。一些学生金榜题名
后，认为从“糠箩”跳进了“米
箩”，为站上“高枝”沾沾自喜，
决定从此挥别穷乡僻壤。穷人的孩

子责任心强，懂得承担家庭责任和
社会责任，对未来有明确的规划，
立志改变家人的生存状态甚至家乡
的面貌，决心“今天走出大山，将
来会回到大山，改变大山”。

“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
少伟男”。存在决定意识，寒门不
一定出贵子，但家境贫寒的学子经
过艰苦生活的磨炼，可以得到一笔
终身受益的宝贵精神财富。借用老
话“子不教，父之过”，派生出一
个新命题：子不肖，“富”之过。
这话有些绝对，不过，我们常常看
到，一些口衔金汤勺出生、泡在蜜
罐里长大的富家子弟，从小锦衣玉
食、花天酒地，意志衰退，难成大
器。富裕家庭养出“富二代”不可
取，“穷一代”养出“富二代”更
是一种失败。

现实中，我们看到一些家境并
不优裕的父母自觉不自觉地把父
爱、母爱变成宠爱、溺爱，生活上向
高标准看齐，子女予取予求，父母有
求必应，结果苦了老的，也害了小
的。一些学生在校园看到周围的同
学挥金如土，心理极度不平衡，暗中
攀比，助长难以遏制的虚荣和奢靡
之风，有的借起“校园贷”，欠下巨额
债务；有的不顾人格尊严，自甘堕
落；个别人甚至铤而走险，沦为罪

犯。
孟子告诫：“故天将降大任于斯

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
其体肤……”莘莘学子是国家宝贵
的人才资源，社会发展到今天，“饿
其体肤”之类，既做不到，也没必要，
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使其性情
坚忍，增加其所不具备的能力，则是
应该做到的。张立莹姐弟、崔庆涛等
学子的行为，不正是其长年吃苦的
结果吗？

人的价值观是在家庭和社会的
影响下，随着知识的增长和生活经
验的积累而逐步确立起来的。对学
校而言，应加强教育，使学生领悟人
生真谛，坚定理想信念，树立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组织他们从事公益
事业、志愿活动和社会实践；深入农
村、工厂，开展社会调查，通过体察
民情，品味社会底层的艰辛，加强修
养，增长才干。每个家长则应该明
白，一个人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吃
不了的苦。贫寒家庭不能让孩子把
穷日子过成富日子；富裕人家则须
谨记，“再富不能富孩子”。

子不肖，“富”之过
戈岩平

据媒体报道，日前大榭海关查
获一批重量 28.86 吨、来自韩国的

“洋垃圾”。这批申报品名为“多晶
硅”的货物，95%以上含量不是多晶
硅，而是属于国家禁止进口的固体
废物，也就是俗称的“洋垃圾”。

如果没有海关的“火眼金睛”，
这批“洋垃圾”给相关企业造成不必
要的经济损失不说，流入具体生产
过程，还可能导致更为恶劣的“后续
影响”。

“洋垃圾”问题由来已久。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开始陆续进口
固体废物，主要是为了缓解当时基
础原材料不足的问题。合理利用境
外固体废物，对补充国内资源、促
进循环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近年来，随着产业结构的迅速变
化，加上国内相关垃圾分解技术的
限制和相应管理的缺失，进口、堆
积、处理“洋垃圾”带来的次生污
染比较严重。在此背景下，2017
年 7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
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要求全面
禁止“洋垃圾”入境。

即便有制度约束，“洋垃圾”问
题依旧屡禁不绝。究其原因：一方面
是巨额利益的驱动。一些国家之所
以将“洋垃圾”出口，是因为不少国
家严禁在垃圾回收和处理过程中对
环境的破坏，并强制企业对垃圾进
行再利用。但垃圾处理和再利用费
用较高，所以不少外国企业盯上了
管理较松的中国市场。而我国一些
不法分子就用买垃圾的价格买回这
些废料，稍经加工便以几倍、几十倍
甚至几百倍的价格卖出。另一方面，
有些“洋垃圾”确实善于伪装、善于
规避监管，这次大榭海关查获的“多
晶硅”就是“以废充好”的伪装品。有
的不法分子则钻政策空子，硬是把

“洋垃圾”包装成“原材料”，堂而皇
之长驱直入国内。

“洋垃圾”披着“进口废旧可利
用工业原料”的外衣进入中国，带来
了巨大的环境风险，也败坏了正规
进口企业的名声。如何破解这一难
题，有专家建议，加强立法监管是当
务之急。阻止“洋垃圾”落地必须有

“尚方宝剑”，建立健全进口、分拣、
加工、利用等环节的准入制度，通过
完善法律制度，从源头上杜绝“洋垃
圾”入境。

堵住“洋垃圾”入境的监管漏洞

方 舟

去年9月，宁波领先全国，在全市
法院系统推广自动履行正向激励和
信用修复机制。通过正面引导的柔性
方式，鼓励促进当事人诚信履行裁判
义务，既打破了执行僵局，又最大限度
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8月18日，
市中级人民法院探索推出五色“诚信
诉讼码”，借鉴健康码的形式，参考中
国人民银行征信体系和支付宝芝麻
信用做法，尝试为诉讼主体进行“信
用画像”（8月27日《宁波日报》）。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是老百
姓关于守信践诺的最朴素的价值观。
但是，有些人欠了他人的钱，从来就
没有想过要归还，甚至千方百计逃避
法院的执行判决，妄图逍遥法外。这
样的“老赖”，受到法律的制裁，被纳
入失信“黑名单”，生产生活受到种种
限制，一点也不冤。

但也有一些被执行人，并没有失
信的主观故意，只是确实因为囊中羞
涩，暂时失去履行能力，不过愿意配合
法院开展执行，且履行意愿比较强烈。

对于这样的被执行人，如果不分青红
皂白一律纳入失信“黑名单”，其生产
生活受限，履行能力也会受到影响。

基于此，就很有必要对诉讼主体
进行信用等级评定。“诚信诉讼码”就
是这一理念的产物，通过对当事人在
以往诉讼中的行为进行分类评估、量
化评价、精准管理，在强化正向激励
的同时，也发挥反向约束作用，从而
起到加强信用惩戒、扶正祛邪的效
果。相比那些对付“老赖”的各种惩
戒，“诚信诉讼码”让诚信激励走得更
远，更有利于从源头上减少强制执行
的案件，提高执行效率。同时，有利于
激励债务人重新获得良好的社会信
用评价，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破解执行难，办法不妨多一点，
视野不妨宽一点，可以通过惩戒、激
励两手抓，取得一加一大于二的效
果。事实证明，“诚信诉讼码”等诚信
激励机制的引导作用明显，是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载体，对于
进一步弘扬诚实守信的社会风气，激
励被执行人积极主动履行生效判决，
破解法院执行难，具有积极意义。

“诚信诉讼码”强化诚信激励 罗志华

8 月 24 日，上海青浦、浙江嘉
善、江苏吴江率先实现异地门诊就
医免备案直接刷卡结算，三地参保
人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
范区内异地就诊时，医保待遇与参
保地保持一致。长三角医疗一体化，
让患者享受更多便利（8 月 27 日澎
湃新闻）。

坊间唠嗑，常听老人言：到外地
与子女团聚，虽是老人们的共同心愿，
却难以梦想成真，居住尚可凑合，退休
金也可以在异地刷卡领取，唯独看病
不好解决。进一步而言，患小病还好应
对，一旦患上重病或需长期治疗的慢
性病，可能会把老人“逼”回参保地。除
了老人，流动人口也面临同样的烦恼。
可以说，在外地衣食住行都好解决，看
病不方便成了一大堵点。

有人或许会反驳：现在不是已
经实现跨省异地住院直接结算了
吗？是的，这是近年来打通异地看病
堵点迈出的关键一步，但这项工作
不会一步到位，还需进一步完善。当
前的问题是，跨省异地住院直接结
算只能在定点医疗机构进行，存在
由点到面升级的巨大空间。此外，享
受这一福利需事先备案，增加了周

折，如果没有备案或备案不成功，就
难以享受。

长三角医疗一体化，是长三角
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以为，
在该区域推进医疗一体化具有独特
的优势与坚实的基础，可以成为推
进长三角一体化的一项优先内容。
该区域不仅人口众多、人员流动十
分频繁，对医疗一体化的呼声更高，
而且在推进异地门诊就医直接结
算、统一健康卡和医保电子卡等方
面，也走在了全国前列，积累了丰富
的经验，有能力在这方面承担起先
行先试的任务。

表现上，免备案和直接刷卡结
算，只是在过去的基础之上迈出了
一小步，但实际上意义重大、影响深
远。因为无论备案还是间接结算，都
属于区别对待，有把患者“当外人
看”的意味，在信息联网等技术层
面，也可能存在不够顺畅之处。只有
消除这些“疙瘩”，跨省看病同城待
遇才算真正得以兑现。

目前这一举措只在长三角的几
个地区率先实现，但具有破冰的特
殊作用。期待医疗一体化在长三角
能够稳步推进，尽快全面实施，为其
他区域乃至全国医疗一体化提供借
鉴。

用医疗一体化打通异地看病堵点

无所适从 何影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