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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下半年以来，我市各区
不断稳步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程，
收获了广大老旧小区居民的点赞。
可是在点赞之余，在中国宁波网民
生 e 点通群众留言板上，也出现了
一些吐槽声。

1 月 2 日，网友“nbtailang”发帖
反映：海曙区南塘花园最近在进行
老旧小区改造，有些施工队不顾及
业主的切身利益，特别是在进行屋
顶增加隔热层的施工过程中，对住
户放置在屋顶的太阳能设备不管不
顾，只贪图施工方便，直接把住户的
太阳能设备及附属管线（上下水管、
电源线及水位感应器连接线等）用
混凝土浇灌住了，导致今后难以对
太阳能设备及附属管线进行更新维
修。

从网友提供的照片中，记者看
到，房顶上新浇筑了一层水泥，太阳
能热水器的支撑架底部已经被浇筑
进了水泥中。

“还有很多管线看不到了，也被
浇筑进了水泥里。”该网友说，此次
老旧小区改造施工时间较长，对屋
顶的施工进行过好几次，第一次进
行屋顶清理施工时已对太阳能热水
器水管被破坏的事情向施工队进行
过反映。

1 月 5 日，段塘街道对此回复：
街道及时与施工单位进行了沟通联
系，据施工方相关负责人表示，楼顶
施工浇筑混凝土是为了给楼顶增加
防水和隔热层，在施工时同时加固
了太阳能热水器，施工结束后不影
响太阳能热水器的正常使用。施工
期间如还有其他问题可以及时与社
区及施工方联系解决。

1 月 7 日，施工方相关负责人向
记者解释，他们在给屋顶浇筑混凝
土时，会提前与顶楼安装太阳能热
水器的业主沟通，但有些业主平时
上班不在家，他们联系不到。同时，
他们认为施工没有问题，如此浇筑
能起到加固热水器的作用。

当天，南塘社区负责人表示，社
区已与施工方进行了沟通，要求施
工方等近期的寒潮结束后清理小区
中所有放置在屋顶的太阳能热水

器，把在施工时溅到太阳能热水器
及相关管道上的混凝土清理干净。
如居民提出需求，施工方也会根据
要求，取出已被浇筑在混凝土内的
支架和管线。

在中国宁波网民生 e 点通群众
留言板上，关于老旧小区改造的投
诉还有很多：

2020 年 12 月 24 日 ，网 友
“fxb1986101”：江北区翠柏西巷小
区 2020 年 8 月开始老旧小区改造，
我相信这是一个利民惠民的工程，
但作业规范不敢恭维。第一，小区中
屋面保温板随意堆放，有极大的火
灾隐患；第二，很多施工区域围挡工
作没做到位；第三，庭院中的灯具被
拆除后，很多电缆裸露在外，未包绝
缘胶带。

2020 年 12 月 24 日 ，网 友“ 皮
囊”：鄞州区明楼南区 2020 年 10 月
开始改造，施工管理非常差。当天，
本人的车辆被损坏，因监控线路被
拆，个人财产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
同时，楼道里到处是粉尘，人在小区
中行走几分钟，身上全是白点。

2020 年 12 月 27 日，网友“默默
no”：海曙区中宪小区改造施工每
天很晚结束，有时到 11 点多还在装
车，听着“倒车请注意”的声音，睡眠

质量严重下降；小区中有道路被挖
开后至今未修复，给小区老人造成
安全隐患；暴力施工普遍，在没有通
知的情况下，将网线弄断，一两天都
不一定能修好。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编 号 为
“110914”的网友留言：海曙区白云
社区安丰街联丰玫瑰苑正在进行老
旧小区改造，这本是一件利民的好
事，小区居民一定积极配合。但在实
施过程中，施工方未与住户沟通，随
意剪断入户网线，10 多天了都没有
恢复。

⋯⋯
老旧小区改造是一项重大民生

工程和发展工程，有利于改善居民
生活环境、提升城市品质。但施工过
程如果太粗暴，反而会影响居民的
生活幸福感。网友们期盼，各施工单
位能将工作干得更加细致，与居民
进一步沟通，提高工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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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钟中）

南塘花园太阳能热水器竟被水泥浇入屋顶

老旧小区改造：期盼更多温柔与精细

不幸被水泥浇入屋顶的太阳能热水器。 （引自网友帖文）

年 轮 流 转 ，一 元 复 始 。e 路 相
伴，一网情深。

中国宁波网民生 e 点通与您携
手走过了实属不易的 2020 年；让我
们一起继续奋斗，锚定扭转乾坤的
2021 年。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起
点之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

在此，让我们一起为宁波和中
国加油，愿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
安！祝大家和顺致祥、幸福美满！

在这万象更新之际，中国宁波
网民生 e 点通“温暖列车”将带着我
们温暖的祝福，满载爱心年货，开启
向全市人民的“网络”拜年之旅。

本次您将收到的爱心年货有一
个福气满满的名字——“五福临门”，
内含年糕、榨菜、雪里蕻、黄金糕和烧
麦 5 种食品，由民生 e 点通当家小能
手“大表哥”精心为大家挑选，数量多
达上千份。太平洋寿险宁波分公司为
本次活动提供了爱心支持。

这 5 种食品分别蕴含了我们对
您的真诚祝福：

年糕：祝您事业进步年年高；
榨菜：祝您吃嘛嘛香胃口好；
雪里蕻：祝您挺如雪松身康健；
黄金糕：祝您鸿运当头财源滚；
烧麦：祝您红红火火牛年丰。
经过这几天不停歇的准备，首批

千份年货现已到位。快来参与吧！您抢
到的免费年货将免费为您快递到家。
您要做的只是拿起手机动动手指。

参与方式：
下载“甬派”App，登录后点击下

方“我的”板块，并截图（截图页面如
图）发送给宁波民生 e点通微信公众
号，同时发送：年货+姓名+电话+地
址（快递寄送），完成“抢单”。

温馨提示：
寄送地址仅限宁波市，一个手

机号和地址限领一份，先到先得，以
最终确认短信为准。

后续我们还将发起第二波、第
三波年货大派送活动，绝对诱人，敬
请期待！ （张璐）

“五福临门”拜早年
首批千份年货大派送
快来快来！抢到后为您免费快递到家

需发送的截图。

2021年年货展销会
还会举办吗

网友“莫有感情的小伙”：临近
农历新年，请问 2021年的年货展销
会是否会取消？

市商务局：根据当前全市冬春
季疫情防控要求，第 32 届宁波年货
展销会停办。感谢您对我们年货展
销会的关注和支持，如后续有其他
形式的展销活动，我们会及时发布
通知。

新冠灭活疫苗打完后
多久可以献血

网友“guchunyang”：新冠灭活
疫苗打完之后多久可以献血？

宁波献血办血站：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办公厅、中央军委后勤保
障部卫生局 2020 年 11 月 13 日发文
的《关于印发血站秋冬季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指引的通知》（国卫办
医函［2020］930 号）文件附件的规
定：28 天内曾接种流感或新型冠状

病毒疫苗者，暂缓献血。

2021年
能否回家过年

网友“DD626”：2021 年能回湖
北省武汉市老家过年吗，回宁波是
否需要隔离？

市卫生健康委：我们倡议在市
内过年。如您必须要回武汉的话，也
是可以的。只有从全国中高风险地
区回宁波需要核酸证明，必要时进
行隔离。 （海文）

网 友 热 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