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应对原水不足的严峻形势，市防指已启动抗旱

Ⅳ级应急响应。目前皎口水库库容 1341 万方,仅为控制

库容的 17.2%，处于历史最低水位。为确保城市供水安

全，市水务环境集团报市水利局批准同意，采取应急

引水措施，提前实施钦寸水库原水管线和周公宅 （皎

口） 水库引水管线联通工程。受施工影响，毛家坪水

厂将于 2 月 5 日—20 日停产，届时我公司供水范围内海

曙区集士港、古林、横街及洞桥等乡镇在供水高峰期

可能会出现局部水压不足，海曙、江北、镇海等部分

区域可能出现水质波动，请市民做好储水准备，敬请

谅解！咨询电话 96390。

宁波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2021年2月3日

毛家坪水厂停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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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岚 通讯员
宣文） 网红人气餐厅食品卫生安
全是否有保障？有没有履行节约
粮食的宣传与倡导义务？防疫工
作做得是否到位？昨天，市文明
办、市市场监管局、市商务局工
作人员组成联合检查组，对海
曙、江北和鄞州的 6 家餐饮店开
展全方位检查。

从检查结果看，6 家单位全
部持有效证照经营，接触直接入

口食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有效，
配备并正常使用消毒保洁设施设
备，大多数被查单位较好地落实
了文明就餐、疫情防控等相关工
作，食品安全状况良好。

检查发现人气餐厅菜品新鲜
度高，通过针对性食品安全快
检，都没有发现质量问题。

在“光鲜”背后，却有不少管理
不到位：如位于鄞州区的小渔厂私
厨，在文明就餐、反对餐饮浪费氛

围营造上明显不足。后厨存在冰箱内
成品半成品混放、粗加工区域设置在
室外等问题；网红餐厅 3 号仓库餐
厅，后厨设施设备较新，但同样存在
生熟混放，菜品叠放等问题，甚至还
发现有私人物品、药品、杂物等与碗
盆一道随意放在了后厨。海曙区的鸡
毛兑糖疫情防控存在疏漏，未全面严
格落实亮码测温等工作；江北的竹林
小宴冷菜专间从业人员被发现操作
不规范等问题。

针对以上问题，检查组要求以
上单位进一步落实主体责任，立即
整改，对于食品安全问题要求辖区
市场监管部门跟进处置。

本次联合检查直指网红热门年
夜饭承接单位，采取随机抽取不打
招呼突击检查，快检与抽检人员同
步跟进的方式，真实地反映了我市
人气餐厅的文明就餐、餐饮食品安
全、疫情防控水平，较好地回应了
广大消费者的关切。

三部门联合对网红人气餐厅开展突击检查
餐厅后厨管理不如人意

记者 佘蕙

春节临近，为了营造文明就
餐、厉行节约的良好风气，上周
末开始，本报、甬派客户端和中
国宁波网对全市宾馆、旅游酒店
和社会知名餐饮品牌推广公筷公
勺、倡导按需点菜、剩菜主动打
包情况进行了暗访。昨天中午和
晚上，本报记者又兵分两路，对
商业街区的知名餐饮店进行了走
访。

昨天中午 11 点半，记者一
行来到位于东部银泰城四楼的涌
上外婆桥餐厅，未进大门，就看
见橱窗玻璃上 《倡导文明用餐、

制止餐饮浪费》 的张贴画，主动
提供公筷公勺、倡导分餐制、提
供小份菜、剩菜打包等内容都有
涉及。

落座后，记者发现 10 人一
桌的包厢只提供了一份公勺公
筷，每个人面前也只有一筷一
勺，缺少了一双公筷。记者点菜
提交订单后，菜很快陆续上桌。
其间没有服务员主动询问几人就
餐，也没有提醒“菜点多或点
少”。总体来说，涌上外婆桥的
配菜恰到好处，但记者注意到临
桌和偏远处的几桌吃完后，还是
有好几盘大鱼大肉基本没有动
筷，服务员待客人走后，直接就

倒进了垃圾桶。
晚上 6 点，记者来到位于东部

新城宏泰广场的宁波状元楼酒店状
元轩，放置于入口处的“光盘行
动”“执公筷，断菌之路”等宣传
标语十分醒目；经过餐桌时，记者
留意到就餐者每人面前配有一双白
色公筷、一双黑色筷子和一个不锈
钢公勺，餐桌上不仅放置了“文明用
餐，请用公筷公勺，不剩饭不剩菜”
的台签，还配置了一组公筷公勺。

不过店里放置的宣传标语对市
民而言，似乎作用不大。记者发
现，晚间来用餐的多是家庭组合，
三四人一桌，平均七八个菜。记者
特别留意到不远处的一对情侣的餐

桌，只见吃完后，3 个大盘子里剩
下许多蔬菜，有的甚至一筷子都没
有 动 。“ 这 些 是 团 购 套 餐 里 自 带
的，不爱吃就剩下呗。”消费者王
先生说。

一旁大桌上的廖先生面对没有
吃完的烤鸭和糕点十分苦恼：“这
次带朋友来尝尝正宗宁波菜，一不
小心点多了。”让人欣慰的是，餐
厅剩菜打包服务还算周到，廖先生
手一招，服务员就拿着打包盒上前
帮助打包。记者询问点菜员有没有
提醒按需点菜，餐厅提供半份菜、
小份菜，廖先生说，当时点菜员并
没有提醒他菜的分量，否则就不会
点多了。

莫让“剩宴”横行，知名餐饮店还需多引导

本报讯（记者张凯凯 实习生
周家瑜 通讯员何开艳） 昨日上
午，海曙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里洋
溢着节日的气氛。来自宁波市第一
医院的代表和其他甬城爱心人士代
表，为在场的环卫工子女，送上了
他们期待已久的新年“微心愿”礼
物。

活动现场，宁波市第一医院党
委书记阮列敏告诉记者，疫情来袭
时，社会各界捐赠的口罩、防护
服、消毒液等防护用品，让每一个
医护人员都感受到了宁波的温暖与
大爱。“在得知‘环卫子女新年微
心愿认领活动’的消息后，同事们
都积极响应，希望孩子们在学习和
生活中能奋发有为，战胜困难。”

甬城爱心人士代表，宁波海曙
恒翔帽饰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先生带

着女儿来到了活动现场。记者了解
到，张先生共捐赠了 379 套手套、
帽子和围巾。“这个活动是女儿跟
我说的。她说，希望让这些小朋友
们过一个温暖的年。”

爱心市民余先生认领了第二批
微心愿中所有的书包和书籍。他表
示，自己一直都在参加此类型的爱
心活动，看着孩子们拿到新年礼物
开心的模样，自己也感到非常欣
慰。

市市容环卫指导中心负责人王
芳介绍，从 2013 年开始，我市环
卫部门每年都会开展环卫工子女新
年“微心愿”活动。今年是活动开
展的第九年，也是区域范围覆盖最
广，征集数量最多的一年。所有礼
物将在春节前后陆续分发到 379 个
孩子的手里。

379个环卫工子女
新年“微心愿”礼物全部到位
将在春节前后陆续分发

本报讯（记 者仇龙杰 钟海
雄 实习生曹晶）垃圾堆积如山、焚
烧后的黑色痕迹随处可见⋯⋯近
日，记者在东钱湖俞塘工业区附近
看到了如此“盛况”。

1 月 31 日，网友周先生在中国
宁波网民生 e 点通群众留言板反
映：俞塘工业区附近路段经常浓烟
滚滚，走近了发现是有人在焚烧垃
圾。不仅如此，附近空地上堆积着山
一般的垃圾，路旁的公共设施也被
人为破坏。

2 月 1 日一早，记者来到俞塘工
业区附近路段。记者在一处三岔口
旁看到，公路护栏被人为拆卸，护栏
内的绿化带上随意堆放着砖块、玻
璃、废料等建筑垃圾。再往里走，空
地上堆积的垃圾越来越多，除了建
筑垃圾外，还有不少白色塑料垃圾
和生活垃圾。在这些垃圾堆中，黑色
的焚烧痕迹随处可见。这片空地不
远处便是周边村子的农田，大量垃
圾从斜坡上滚落到农田内。

一名附近工厂的工人告诉记
者，他经常看见有车辆在这里倾倒

垃圾，特别是早上和晚上。“周边的
厂比较多，一些大件垃圾没地方扔，
也会偷偷地扔在这里。”

附近的村民说，倾倒垃圾的现
象从一年前就开始出现了。后来有
人修了公共护栏希望阻止这样的倾
倒行为，但是好景不长，有人拆除了
护栏，继续倾倒垃圾。

“垃圾多了有人会过来清理掉
一些，但还是不断有人来倾倒垃圾。
垃圾堆周边焚烧现象经常可见，这
里经常浓烟滚滚！”村民们说。

随后，记者将此情况告知东钱
湖管委会，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将通
知执法队员去现场对堆积的垃圾和
焚烧垃圾的问题进行处理，同时加
强对附近区域的监管力度。

“清理垃圾只是第一步，还应查
处谁在如此暴力地倾倒垃圾！”网友
们呼吁相关部门找出倾倒垃圾的厂
家，并对其严厉处罚。

对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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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坏栏杆、倾倒垃圾、肆意焚烧

谁在东钱湖俞塘工业区附近任性妄为谁在东钱湖俞塘工业区附近任性妄为
▶被拆掉的护栏

散落在路旁。

▼垃圾蔓延到
旁边的农田中。

（仇龙杰 摄）

2月 1日，随着立春临近，天气逐渐转暖，宁波市中山公园内一株株
红梅、蜡梅竞相绽放，争奇斗艳，清香四溢。不少游人前来赏花观景，提
前感受春天的气息。 （周建平 摄）梅花绽放迎新春

本报讯（记者张凯凯 通讯员
应健） 记者昨日从城管市政部门了
解到，庆丰桥吊杆更换工作已于 1
日凌晨顺利完成，比原计划提前了
3 天。目前，大桥已恢复正常交通
秩序，车辆、行人可正常通行。

据悉，城管市政部门原计划于
1 月 26 日至 2 月 3 日的每晚 10:30 至
次日 5:30 对庆丰桥进行封桥施工，
目的是对存在耐久性病害的部分桥
梁吊杆进行更换，并通过试验检测
以评估吊杆的剩余使用寿命。

考虑到庆丰桥是连接鄞州、江
北的重要交通要道，为减少夜间封
道施工对交通的影响，项目各方抢
抓施工进度，不断优化施工工序，

白天做好临时吊索搭设、设备设施
调试等大量准备工作，夜间完成新
旧吊杆拆装、索力线形控制等关键
工作。同时增派监管人员全程加强
值守，严控施工期间的高空、临
边、水上作业等重大安全隐患。经
过连续昼夜奋战，最终提前完工解
封。

“此后，大桥还将陆续开展增
设缆索除湿系统、增加缠包带防
护等施工作业，预计施工将持续
到今年 7 月。”市城管市政部门相
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在保障施
工安全质量的同时，尽量减少交
通影响，全力保障市民出行的安
全便利。

庆丰桥提前解封

本报讯（记者张燕 通讯员冯
叶） 在宁波工作的洪先生近期想自
驾 回 台 州 ，“ 上 高 速 要 检 测 核 酸
吗？”带着他的问题，记者昨日采
访市公路与运输中心后得知，截至
目前，宁波境内各高速进出口均通
行正常，无须核酸检测证明。

据了解，春节 7 天高速公路免
费通行，免费通行以车辆驶离出口
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也就是说，
即使是收费时间段上的高速公路，
只要在免费期间下高速公路，不会
被收费。免费通行期间上下高速需
要提醒的是：请选择 ETC 进 ETC
出，人工进人工出，避免系统计费
出错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相关部门同时发布了今年春运
期间宁波高速公路出行特点：春运
期间高速公路车流量略呈下降趋
势，可能会出现假期近郊游热门的

情 况 。 今 年 春 运 第 一 天 （1 月 28
日） 高速公路交通流量较春运前两
日 下 降 9% ； 预 计 除 夕 （2 月 11
日） 当天达到最低谷；正月初二

（2 月 12 日） 天气晴好，或将迎来
短途出行小高峰；返程日期将集中
在正月初四 （2 月 15 日） 至正月初
六 （2 月 17 日） 期间。

往年春节长假期间出行较为拥
挤的路段为 G15 甬台温高速宁波东
至奉化路段、G15 沈海高速 （南连
接线） 石子山隧道至长溪岭隧道、
G1523 甬莞高速云龙至塘溪路段、
G1512 甬 金 高 速 洞 桥 至 溪 口 东 路
段、G1504 宁波绕城往舟山方向匝
道，多为大流量引发交通事故引
起，拥堵或缓行事件多发生于正月
初二、初五；车流量排名靠前的收
费站为北仑、宁波东、宁波、宁波
北、余姚等。

宁波境内各高速进出口
目前均无须核酸检测证明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冷空气又
来了，昨天最高气温只有 11.4℃上
下，今天最低气温还要进一步下跌，
降至 2℃上下，但今天白天气温又
有所恢复，最高气温升至 14℃。毕
竟冬天的能量条正在减弱，这波降
温也显得不是那么厉害。

今天，我们将迎来二十四节气
中第一个节气——立春。

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 10
天，江南、华南等地降水逐渐增多，
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有 40 至 70 毫米。

今天开始云系再次增多，新一
波雨水也正在路上，后半周雨水将
会频频现身了。根据预报，未来十天
除 5 日前后和 9 日到 10 日有降水
外，其余多云或阴为主。最低气温今
天 1℃至 3℃，明天起 7℃至 11℃；最
高气温明天 13℃至 15℃，5 日到 9
日 18℃至 21℃。

气象部门提醒，当前我市气象
干旱持续，请大家注意节约用水。

后半周雨水频频现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