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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钟海雄）镇海服
装城脏乱差问题经本报曝光后，
镇海区相关部门迅速行动，进行
全面整治。3 月 22 日，记者在现场
看到，服装城内焕然一新。

在现场，记者欣喜地看到，相
较之前的脏乱差，现在的服装城
内干净敞亮。原先占满通道两侧
的杂物已基本清理干净。被“开
发利用”的墙面也恢复原样。现
场工作人员正在进行部分收尾工
作。

招宝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街道办事处主任叶显能告诉记
者，报道刊发当日，他们就会同社
区、城管、消防、公安等部门对镇
海服装城存在的卫生、消防等问

题进行现场检查和督办，对涉事店
铺逐一发放整改通知书。

当天下午，服装城物业管理公
司和社区共同开展地毯式排查，对
违规私拉电线、跨门营业、门店使用
瓶装液化气、堵塞消防通道等问题
狠抓整改，全面消除安全隐患。截至
目前，已完成服装城内东 1-5 和西
1-6 共计 11 条通道的整治工作，清
理出堆积在过道内的杂物 10 余吨。
查 处 违 规 使 用 煤 气 瓶 的 商 家 有 3
家。过道内违规停放的非机动车，全
部引导停至公共停车位。

据了解，招宝山街道下一步还
将把服装城列入日常管理，全面取
消商家黄线经营（以前店门前画有
黄线，允许在黄线内摆放部分商品
售卖），督促他们做到门前三包，并
将重点解决好服装城内棋牌室无证
经营和消防设施的维修问题。

11条通道已整改 清理杂物10余吨

镇海服装城大整治后敞亮了

现场部门工作人员在进行收尾工作。
（钟海雄 摄）

本报讯（记者邱韵） 3 月 21
日，本报对慈城年糕馆内的年糕
展示中存在的展品变质、设施残
缺等问题进行了曝光。昨日，该
年糕馆的年糕实验室已开始全面
整修，并暂停参观。

昨天，慈城镇农村发展局在
中国宁波网民生 e 点通留言版上
对该问题进行了回复：针对年
糕实验室部分展品损坏、霉变
的 情况，我局已责令年糕馆运
营方——宁波市慈城年糕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立即整改。目前，年
糕工艺流程墙上的解说屏已修
复，烧瓶和玻璃管已拆除，展示
器皿内的大米也已更换，并将尽

快启动年糕实验室的整改提升项
目，更换部分设备，对墙面进行重
新布展，加强后期运维管护和日常
巡查。我局也将持续加强日常监
管，确保给游客带来良好的观光科
普体验。

昨天，记者再次前往现场。在
年糕实验室门口，记者看到该处已

“暂停接待”，原因为设备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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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给游客带来良好观光科普体验

慈城年糕馆实验室开始全面整修

新 闻 追 踪

年糕工艺流程墙上的解说屏完成修复，问题烧瓶等设施已拆除。
（部门供图）

本报讯（记者王佳 通讯员梅
薇） 清明时节，梨花风起，点点哀
思。为确保今年清明祭扫平安、有
序、文明开展，我市在 4 月 3 日至
4 月 5 日期间实施现场祭扫按日分
时段“实名预约”，覆盖全市 160
余家较大型公墓。截至 3 月 22 日
16 时，5.7 万余人已成功预约。

“目前，除个别墓园在 4 月 4 日
5 时至 7 时、7 时至 9 时时段出现

‘预约拥堵’，其他时段预约量充
足。”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说，尚
未预约的市民可关注“宁波民政”
微信公众号，选择“微服务”菜单
栏，点击“清明节祭扫预约”，进
入陵园祭扫预约平台预约。三年新

坟 （限 2018 年 1 月 1 日后去世入葬
的对象） 祭扫者可保证预约成功。
70 周岁以上老年人无需预约，可
凭老年卡或身份证直接前往祭扫。

清明，是责任，是感恩，是传
承，是教育。今年清明，无烟低碳
祭扫，绿色文明追思。各公墓陵园
内禁放烟花爆竹，倡导以鲜花代替

焚烧纸钱，严防森林火灾和重大安
全事故的发生。请广大市民自觉遵
从，维护公众安全。

需要提醒的是，祭扫当日市民
按照自己的预约时间，选择以公交、
轨道交通出行为主，随时关注有关
清明运输和道路管理部门公告，合
理安排好出行计划和出行方式。

错时错峰，文明祭扫，清明节三天——

5.7万余人已成功预约现场祭扫

本报讯（记者张燕 通讯员余
明霞） 昨天，宁波市交通运输局发
布 2021 年清明运输方案。

今年清明小长假为 4月 3日至 5
日，其中4月4日（星期日）为正清明。
据预测，清运总客流约 23万人次，比
2019年略有增加。其中，轨道交通预
计客流量15万人次，公交扫墓专线8
万人次（不包括摆渡线客流），4月4日
为客流高峰，单日预计约13万人次。

开通13条公交扫墓专线

4月3日至5日清明小长假期间，
开通公交扫墓线路13条，3条专线的
始发点有调整，即原公交外滩站至汶
溪河头的公交专线，调整至庄桥火车
站始发；原姜山文艺中心至山西、大
桥头的公交专线，调整至姜山地铁站
始发；原奥特莱斯至山下庄的公交专
线，调整至对面杨家村停车场始发。
体育馆、姜山地铁站始发专线只安排
4 月 3 日、4 日两天。同时专线开通了
移动支付乘车功能。

第 一 阶 段（即 3 月 27 日 至 28
日），以“轨道+常规公交线”为主，

对途经宝幢、育王、汶溪等墓区的
20 条公交线路将增加运力配置。同
时对宁波火车站通达墓区及清运专
线始发点的 25 条公交线路适当加
密发车班次。开通轨道宝幢站至雅
庄的和长石粮库至汶溪的公交短驳
线，增开 162 路公交福明站至育王

（部分东吴）的区间线。停开 383 路
（支线）净园禅寺至公交骆驼中心站
线路，1300 后恢复正常。

第 二 阶 段 （即 4 月 3 日 至 5
日），适当提前 9 路、15 路等 29 条
公交线路的首班发车时间。

调整轨道交通的首班时间

清明节期间：4 月 4 日,轨道高
桥西站、栎社国际机场站和聪园路
站首班车提前至 4:00，东环南路、高
塘桥站、大通桥站、慈城站、南高教
园区站首班车提前至 4:10，霞浦站
首班车提前至 5:00。4 月 3 日，轨道
高桥西站、栎社国际机场站、聪园路
站首班车提前至 5:00，东环南路站、
高塘桥站、大通桥站、慈城站首班车
提前至 5:10。

今年清明运输开通13条公交扫墓专线
轨道交通首班发车时间有调整

本报讯（记者董娜 通讯员江
唯 袁华）近日，宁波海事局集中完
成 212 艘船舶的国籍注销登记，标
志着宁波辖区长期逃避海事监管船
舶专项整治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
整治率达 98.1%。

海事部门人员告诉记者，长期
逃避海事监管船舶是指不重视安全
技术和防污染设备状况，固有的安
全隐患无法及时发现并得到有效整
改，为逃避监管常常选择在夜间或
恶劣气象下冒险开展活动的船舶。
自去年 8 月以来，交通运输部部署
开展为期一年的长期逃避海事监管
船舶专项整治行动，对上述船舶进
行分阶段、分步骤整治。

整治工作开展以来，宁波海事部
门对辖区登记的 1604艘船舶是否存
在长期逃管行为（一年内未报告、未
现场监督、未安检）、是否存在已拆
解、沉没、报废、失联、转让等行为但
未进行注销登记的情况进行详细筛
选排查，发现存在长期逃管、灭失拆
解、失联等问题的船舶共计254艘。

“ 对 254 艘 船 舶 中 的 216 艘 灭
失、拆解或失联的船舶，我们按要求

进行了 3 个月的公示，敦请船舶所
有人尽快办理注销登记或国籍证书
换发手续。公示期满后，我们对仍未
落实相关要求的 212 艘船舶，按规
定注销了其国籍登记。”宁波海事局
船舶监督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悉，长期逃避海事监管船舶，
在现场监管、日常办证方面会受到
较大影响。包括现场监管中将加大
检查和处罚力度；对长期逃避海事
监管船舶的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所
提交的各类船舶登记业务，申请材
料将严格审查；船舶的所有人和经
营人存在失信风险等等。

在实现长期逃避海事监管船舶
“去存量、零增量”目标的同时，海事
部门还通过强化对重点水域、重点
码头的巡航巡查，严厉查处不接受
现场监督、不进行安全检查、不进行
进出港报告等违法违规行为。

“海事结合港航、公安、安监等多
部门的联动共治，将有效推动船舶监
督和水上安全‘综合治理、齐抓共
管’，有效防范化解水上运输安全生
产重大风险，确保水上交通安全形势
持续稳中向好。”该负责人表示。

宁波严打长期逃避海事监管船舶
对212艘船舶按规定实施注销

见习记者 孙雨萱
通讯员 林肃方

近日，灵山书院的三名小朋友
及其家长应北仑消防救援大队的邀
请，到大队参观学习，并收到了一
份不一样的“惊喜”——消防员亲
手制作的特色“作业本”。“这是我
们的‘回礼’，感谢这三名小朋友
的暖心之举。”北仑消防救援大队
的消防员说。

3 月 14 日，这三名小朋友在家
长的陪伴下来到北仑大队新碶消防
救援站，将沉甸甸的水果、牛奶及两
张感谢卡送到消防站门口，并向正
在岗亭值班的消防员敬礼致意。一
名小朋友的家长说：“孩子们只是想
表达一下对消防员的感激之情。”

当时的值班消防员周楠入队不
到一年，第一次直面小朋友的暖心
之举，一时有些不知所措，几个孩
子便向他鞠躬，转身离开了。“小
朋友们很用心，亲手提着水果牛奶

礼物，还写了感恩卡，字写得端端
正正的。”周楠说。

小朋友真实又稚嫩的善意、卡
片上写着满满的感谢和敬佩之语，
让消防人员倍感自豪。

事后，救援站的消防员们了解
到，这几名孩子并不是第一次给救援
站送东西。此前，家长在讲述消防员
无私奉献的故事时，他们深受感动，
就曾给消防员赠送水果聊表心意。

为了感谢这几名“小常客”，
消防员通过灵山书院，联系上三位
小朋友，邀请他们来到北仑消防救
援大队，参观消防车、荣誉室和消
防员的生活休闲区，学习消防和危
机应对常识，感受消防大队严谨的
纪律氛围。

参观结束后，消防员送上回礼
——他们自制的“作业本”。为了
制作作业本，消防员提前买了红蓝
卡纸，连夜写上消防常识和对小朋
友的祝福：“世界很小，带着梦想
一起奔跑”⋯⋯

“这是孩子们第一次全方位、
近距离地感受消防，是一次很好的
体验和教育，让他们对消防两字的
意义有了更深的理解。”一名孩子
家长说。

不一样的“回礼”

消防员自制“作业本”
回赠暖心小朋友

小朋友们和消防员合影。 （孙雨萱 林肃方 摄）

本报讯（记者张燕）昨天下午，
市公交场站公司工作人员正忙着制
作“市行政中心北（宁波日报报业集
团）”公交站牌。本报《“让人糊涂的

‘市行政（服务）中心站’”》刊发后，
市公路与运输中心迅速联系场站公
司，对行政中心附近相关公交线路
及车站进行了梳理，对“问题车站”
分两步完成整改，其中第一步于 3
月 24 日前完成“市行政（服务）中心
站”站名的更改。

据了解，该站于 2014 年设置，
取名“市行政（服务）中心站”，同时
在位于市政府西侧河清北路上的公
交站命名为“市行政中心西”站。因
为前者并没有明确具体点位，确实
容易让人“犯糊涂”。

市公路与运输中心经过实地考

察，并且听取候车群众建议，决定将
此公交站点更名为“市行政中心北
站”，同步增加副站名“宁波日报报
业集团”。22 日下午，场站公司已开
始制作该车站的站牌。

市公路与运输中心梳理后发
现，停靠该站的公交线路有：3 路、
14 路、21 路、29 路、30 路、37 路、155
路、182 路、507 路、621 路、963 路、
981 路、微 7 路等 13 条线路，大部分
为市区骨干线路，分属于多家公交
公司运营。这 13 条线路涉及沿线站
点经停的线路牌 824 块。鉴于需要
更新的线路牌比较多，在 24 日前完
成车站站名更改基础上，第二步将
于 4 月底之前，完成所有线路沿线
站点的线路牌更新，同步修改报站
语音。

《“让人糊涂的‘市行政（服务）中心站’”》有回音

当天制作新站牌
2天内完成站名更改
相关13条线路824块站牌将于下月底前完成更新

昨天，以“凝心聚力、相伴成长、守望幸福”为
主题的鄞州高级中学首届班主任文化节开幕。将推出
心育讲座——《青春期常见心理问题及应对》、文创
港德育文化团建、德育文化沙龙、德育班会观摩等系
列活动，展示班主任的综合素质和育人风采。

上图：学生们正在观看全校班主任老师风采展。
右图：在开幕式上，学生代表学校向班主任献上

鲜花和纪念牌。
（严龙 虞淑燕 摄）

班主任文化节班主任文化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