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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吴向正） 昨日，
浙江千手慈善基金会联手杉杉品牌
运营股份有限公司举行慈善助残助
老活动，向 10 所特殊教育学校的
部 分 学 生 发 放 “ 千 手 杉 杉 奖 学
金”，向 10 所敬老院的老人赠送冬
衣。

昨 日 上 午 9 点 半 ，“ 千 手 杉
杉，情暖特教”2020 年度“千手
杉杉奖学金”发放仪式在宁波市特
殊教育中心学校举行。现场，该校
10 名品学兼优的学生领到了 1000
元-2000 元不等的奖学金。此外，
该基金会还向市特殊教育中心学校
和达敏学校学生赠送了价值 6 万元
的文具。据介绍，2020 年度“千
手杉杉奖学金”面向宁波 10 所特
教学校的 72 名学生，发放奖学金

总额达 10 万元。
随后，浙江千手慈善基金会、

杉杉品牌运营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
一行来到江北区庄桥街道敬老院，
举行“情系夕阳红·杉杉服装敬老
送温暖活动”。该院 100 余位老人
领到了崭新的棉服或羽绒服。此次
活动共向宁波 10 所敬老院的 2000
名老人发放了冬衣，还赠送了 500
副眼镜、300 幅字画。

浙江千手慈善基金会成立于
2006 年 10 月，是省民政厅直属的
慈善机构，由省民政厅和市民政局
双重管理。2013 年，该基金会联
合市关工委、宁波日报和宁波电视
台等单位联合发起设立千手助残奖
学金。10 多年来，该基金会每年
均开展助残、助学、助老等活动。

浙江千手慈善基金会
举行助残助老活动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通讯员
励申之 象山县委报道组陈光曙）
在象山西周自来水厂的厂区里，有
一处直径 15 米的大口井，井上修
建了一座拱桥，平时是厂区的一处
景观。如今，这口井的水经过自来
水厂标准化处理后，每天能为居民
供水 2000 立方米左右。

为缓解目前持续的旱情，象山
正开源节流、多措并举，其中一项
开源措施就是启用 7 处大口井水
源，用于置换水库水源。

“县水务集团原有 5 处大口井
作为备用水源应对旱情。由于今年
旱情形势严峻，我们经过多地勘
察、水质检测和管道铺设，又增加
了两处大口井并投用。”象山县第
三自来水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伟华
介 绍 ， 7 处 大 口 井 分 别 位 于 西 周

镇、泗洲头镇和茅洋乡。
据了解，其中 6 处大口井的水

经过水厂处理后达到国家生活饮用
水标准，用于保障附近生活生产用
水，另 1 处则用于工业用水。

目前，7 处大口井日供水量在
2.5 万立方米左右，一定程度上缓
解了中心城区的供水压力，但全县
整体供水形势依然严峻。

对此，象山县水务集团已启用
所有备用水库，减轻主力水库供水
压力，并实施有预告、分片区降压
或间歇供水，科学有效控制供水总
量。

接下来，县水务集团将加快实
施仓岙和溪口两大水库的清淤工
程，扩充库容量，挖掘蓄水潜力，
充分发挥现有水库的功能，进一步
缓解供水压力。

象山启用7处大口井
为中心城区“解渴”

新 闻 追 踪

年关将近，今年留甬过年人数比往年多，我市做好保供应文章，切实
保障在甬市民过好幸福年。昨日 16时左右，记者在刚完成改造升级的联
丰菜市场，看到菜品新鲜、琳琅满目，购菜市民络绎不绝。

（王鹏 沙燚杉 摄）

年关近，保供应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员
徐丹丹 支倩君）“司机师傅们，
来吃早餐吧！”昨天一大早，身穿
红马甲的志愿者们把几大箱热腾腾
的包子、茶叶蛋、豆浆、腊八粥送
到位于北仑霞浦物流园区的天翔货
柜。等待进仓的集卡司机聚拢过
来，吃免费早餐，驱走寒气。

“太感谢了，我在这里等待进
仓已经一天一夜了。现在能吃到一
份热乎乎的早餐，实在太不容易
了。”早上 7 时，来自江西的集卡
司机李师傅在天翔货柜集卡暖心驿
站服务点领到一份免费早餐，激动
地说。

每到年关，是物流企业最繁忙
的时候。这段时间，霞浦物流园区
日均进出的集卡车、货车达到了
1.5 万辆次，比往常多了一倍。

由于车流量太大，集卡车进仓
往往要提前 48 小时预约，等待半
天以上。为了关爱园区集卡司机，
从 1 月 18 日开始，物流工业社区集
卡暖心驿站推出送早餐服务。今
年是活动开展的第四个年头。由
物流工业社区党委联合物流园区
总工会牵头，在集卡车辆集中的
天翔货柜、普洛斯园、万纬园等 8
个点设立了服务驿站，日均送出
早餐 500 余份，这对附近买不到早
餐、又在焦急等待的集卡司机而
言，简直是雪中送炭。记者了解

到，昨天是送早餐的第二天，已累
计送出早餐 1200 余份，服务集卡
司机 1000 多人次。

“今年推出的免费早餐服务估
计持续 10 天，预计送出早餐 5000
份，具体也要看车流量情况。目前
社区有 40 余名党员志愿者在轮流
服务。往年我们以企业志愿者为

主，今年不仅有企业志愿者，还有
集卡司机家属，也加入了这支队
伍。”物流工业社区党委书记丁慈
英介绍，近年来，社区以打造“车
轮上的工会”为目标，不断创新集
卡司机生命全周期服务管理模式，
在服务关爱集卡司机的同时，也引
导他们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反哺社

会。
“物流工业社区每年都会给我

们司机送早餐，我老公也连续 3 年
领到了暖心早餐，我们很感动。”
集 卡 司 机 家 属 任 师 傅 的 家 人 说 ：

“让我们这些家属也一起做点事情
吧，我们熬点腊八粥，跟着社区志
愿者们一起服务。”

5000份早餐免费送
北仑为集卡司机送上冬日温暖

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实习生
戴雯菁） 记者昨天从市农业农村局
获悉，截至去年底，全市农村生活
垃圾分类建制村覆盖率达 100%，
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 66.8%、资
源化利用率达 96.3%，无害化处理
率达 100%。象山、宁海两地被列
入全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
利用示范县。

近年来，我市着眼城乡统筹，
积极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减量化、资
源化、无害化处理，推进农村生活

垃圾分类扩面提质增效。各地选择
符合农村实际和环保要求、成熟可
靠且经济实用的垃圾处理终端工
艺，因地制宜采取“一村一建”或

“多村合建”方式，建设资源化站
点。宁海、象山、奉化、北仑、镇海等
地结合垃圾分类中转站、分拣中心
建设，以整镇或片区为单元建设综
合型垃圾处理中心，共建设资源化
站点 18 个，已全部投入试运行。

推进城镇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向
农村延伸，我市采取村内设点、网

上预约或设智能回收箱等方式，开
展可回收物回收，建立到村 （点）
定期、定点回收制度。鄞州姜山、
慈溪坎墩街道等建成大型再生资源
回收分拣中心，可回收物实现全
品类回收，坎墩街道一年回收量 5
万吨以上。目前，全市农村地区共
配 备 各 类 清 运 车 3433 辆 、农 户 垃
圾桶 275.4 万个，定点投放村 1283
个，上门收集村 1194 个，保洁员 1.1
万人，村级垃圾分类督导员 1 万多
人。

我市积极探索多元化资金筹措
模式，切实加大农村生活垃圾处置
投入保障。宁海探索推行“绿色家
园共建基金”制度，筹措资金用于
生活垃圾分类设施维护、人员经费
保障以及分拣员、先进户的奖励
等。奉化大堰以租抵补等多元化筹
资模式，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缓解
农村垃圾分类经费资金缺口问题。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人士表示，生活
垃圾资源化利用，改变了村容村
貌，夯实了乡村振兴的基础。

宁波实现建制村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
资源化利用率达到96.3%

本报讯 （易民） 上 周 五 ，
本报曝光了中山东路四明中学
路段上占道“接娃”的不文明
现象。昨天晚上，记者再次回
访，发现在交警部门与交通引
导员的管理下，校门口占道违
停的现象已大大改观。

针对网友在中国宁波网民生

e 点通上的相关投诉，市公安交
警、宁波市四明中学做出如下回
应——

市公安交警：接到投诉后，
辖区中队领导立即联系校方并走
访四明中学，了解到学校确实存
在家长接送时停车困难，中队与
校方领导展开协商讨论，并提出
整改方案。第一，学校组织学生
及家长通过校讯通等工具加强宣
传，引导家长在接送时规范停

车；第二，校方在学生接送时段安
排志愿者，配合交警部门管理工
作；第三，中队增派固定警力加强
接送时段管理；第四，在该处启用
电子警察进行管理。

宁波市四明中学：1 月 15 日，
学校已联系鄞州交警商议有关事
项，通过实地勘察、借鉴兄弟学校
做法开展了专题研究，鄞州交警部
门表示会继续采取各类措施，尽力
缓解放学时段中山东路上的拥堵问

题。1 月 18 日，学校再次向学生家
长发出接送要求和倡议，此事由学
校分管安全副校长督办，并由班主
任落实到每一名学生家长。

1 月 18 日 20 时 30 分，记者在
现场看到，四明中学门口道路上再
无占道违停情况，车辆有序通行。
校门口，数名交警与交通引导员在
维持秩序。20 时 50 分，现场秩序
依然良好。21 时，有几辆接孩子
的车辆停在了校门口，马上被交警
劝离，并被要求将车停到附近停车
场。

“‘上下学接送’导致的交通
问题一直是个难题，但不能因此任
其存在。”网友期盼在有关部门加
强管理的同时，家长也要自觉遵守
规则，文明“接娃”。

《如此“接娃”为啥没人管》后续——

中山东路四明中学路段终于畅通了

本报讯 （易民） 1 月 17 日，
网友“小花爱花花”在中国宁波
网民生 e 点通群众留言板发帖反
映：姜山镇走马塘村入口的河流
呈现奇怪的蓝色，凑近还能闻到
臭味，河流边上有工厂，不知是
不是这些工厂排污导致。

1 月 18 日上午，记者来到现
场走访。在走马塘景区入口位
置，记者看到了网友反映的河
道。远远望去，河水呈淡淡的蓝
色，河岸边、水面上有很多垃
圾。仔细观察，记者发现水中有
一种浑浊的絮状物，靠近还能闻
到一股臭味。河道边上有一家工
厂，但不能确定这些絮状物是否
为该工厂所排。

记者在河道边发现了一块
“鄞州区姜山镇河道责任牌”。责
任牌上写明，该河道名为东林漕

河，河长为走马塘村书记汪红蕾。
其职责为“牵头组织开展河道水质
和污染源现状调查，制定实施方
案、推动治水工程项目建设、协调
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做好督促检
查，按时完成水环境整治”，而整
治目标则是“河面无漂浮物，沿岸
整洁无垃圾，水质符合水环境功能
区要求，无发黑发臭现象，河道无
障碍物，环境美观”。责任牌上还
公开了河长电话和举报电话。

昨日，记者拨打了河长电话。
河长表示，接到网友投诉后，他们
已经开始寻找污染源。

该处的河水为何呈蓝色？是否
为工厂排污所致？记者将继续关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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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鄞州姜山东林漕河鄞州姜山东林漕河““病病””了吗了吗？？

河岸边、水面上有很多垃圾。 （易民 摄）

本报讯（记者金鹭 通讯员叶
俊松 赵美鋆） 昨日中午，在鄞州
区东柳街道幸福苑社区樟树街的老
宁波弄堂菜馆里，来自社区里的保
安和保洁员代表提前吃上了一顿小
规模的暖心“年夜饭”。

记 者 了 解 到 ， 这 顿 “ 年 夜
饭”，是由樟树街的 20 多家爱心商
铺联合发起的。

“考虑到疫情防控的要求，我
们邀请了部分保安和保洁员来吃这
顿‘年夜饭’。”幸福苑社区党委书
记徐健丽告诉记者，社区里的保安
和保洁员有近 70 名是外地人，除
了个别打算回家，98%的人打算留
在宁波过年。

为了让这些留在宁波过年的外
地人，能够过上一个暖心年，社区
向这些店铺发起了“留甬过年，相
聚幸福”的号召。

号召一经发出，就得到了许多
店铺的响应。最终，社区选取了
20 多家生活类的店铺，一起为这
些保安和保洁员送上一份温暖。这
些店铺，不仅准备了特色产品，还
准备了一些代金券，赠送给他们。

“我们能舒坦地过年过节，少
不了这些外来兄弟姐妹。今年他们
不回家了，社区就是他们的家，我
们都是他们的亲人。”爱心商家万
家熟食的老板娘蒋春娥说，得知社

区的号召后第一时间就报了名。她
不仅拿出了自家的熟食，作为“年
夜饭”桌上的一道菜品，还特意准
备了一些代金券。凭这些代金券，
保安和保洁员能够随时到她家的店
铺兑换东西。

夏帮侠来自安徽，她和老公经
营着一家水果店。她告诉记者，虽
然来宁波已经 20 年了，但她依旧
记得自己第一年没回家过年时候的
心情。“希望这些兄弟姐妹能够感
受到温暖。”夏帮侠说，她特意拿
了一些水果，送给同在宁波的异乡
人。

除了爱心商铺，幸福苑社区的
一些热心居民，也参与到了这场

“暖心行动”中。在“年夜饭”的
餐桌上，其中部分菜肴是由爱心商
铺提供的，还有一些则由社区居民
做好拿过来的。“听说来吃‘年夜
饭’的人中有四川人，我特意准备
了一道有四川特色的熏香肠。”家
住社区 48 弄的居民俞梅兰说。

老家在四川的范有洪，因为孩
子和老人在老家，每年过年都会回
家陪他们。今年，他决定响应号召
留下来。“特殊情况，要为大局着
想，想他们了可以跟他们视频。”
范有洪说，虽然不能回家过年，但
是有社区和这些商铺的爱心，让他
觉得很温暖。

20多家商铺组团
为留甬过年人员送上“年夜饭”

志愿者为司机送上热腾腾的早餐。 （徐丹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