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 B·3H561、浙 B·105MU、浙 B·9C643、浙 B·6EK80、浙 B·N3273、浙 B·3HV53、浙 B·V117J、
浙 J·298H1、浙 B·V257F、浙 B·Y086P、LVCB1DWAX4BO1157、浙 B·3R531、浙 B·XPH33、
桂 C·QW318、浙 B·131J3、浙 B·G569D、浙 B·6L336、苏 F·GX161、浙 B·R2Y53、浙 B·2P352、
浙 B·38B00、浙 B·6EZ53、湘 B·D9795、浙 B·M376B、浙 B·L859R、浙 B·1G156、浙 B·2SE61、
浙 B·592A2、浙 B·XS050、浙 B·76SL7、浙 B·16S66、浙 J·6EE62、浙 B·A5T35、皖 B·26585、
皖 Q·G3459、浙 B·L9X29、浙 B·575Z3、浙 B·9HU21、浙 B·26J91、浙 D·87351、浙 B·588R1、
浙 B·HH091、浙 B·25N96、浙 B·0B053、浙 B·E3G32、浙 B·06U01、浙 B·583C0、浙 B·91PG9、
浙 B·U5K65、浙 B·1K630、浙 B·1SH08、浙 B·2Q607、浙 B·DZ685、浙 B·2P951、浙 B·05N96、
浙 B·667R8、皖 K·P9602、浙 B·X156V、浙 B·6P05W、浙 B·S990N、浙 B·G8Y88

以上车辆的当事人 （车主） 在小区、行政村内道路、绿化带、消防通道等长时间停放的机动车，已呈废弃
外观。相关部门通过车身张贴通知、村 （社区） 张贴公告等多种途径进行通知，当事人仍一直不进行处理或车
辆一直无人认领。现将相关车辆信息再次进行公告，请当事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 个月内，持本人有效身份
证明和机动车合法证明到环城北路东段 138 号宁波废旧汽车回收有限公司服务窗口 （电话 86362242） 办理相关
委托报废手续。逾期不来认领处理的，将依法予以报废处理。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甬江街道办事处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江北大队
宁波市江北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2021年4月23日

关于敦促当事人处理机动车的公告
为保障轨道 8 号线一期工程洪大路站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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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4 月 28 日-2026 年 12 月 31 日
止，对洪大南路（北环西路-榭嘉路）及周边道路进行交
通管制，具体措施如下：

一、0:00-24:00，禁止一切机动车在洪大南路（北环
西路-榭嘉路）上通行，行人、非机动车可通过道路西侧
临时人非通道通行。

二、受限机动车请绕行北海路、榭嘉路或江北大道
等道路。

三、为确保公交线路正常运营，305 路等 5 条公交线
路实行临时改道运营，具体如下：

一）305 路洪塘中心小学至公交镇明路站双向临时
改道：

1、改道走向：洪大南路北环西路口后双向改走北环
西路、北海南路、北海南路榭嘉路口后恢复原线运营。

2、双向撤销部分洪大南路、部分榭嘉路走向及双向
洪大南路北环西路口↓、洪大南路榭嘉路口↑、三和嘉
园停靠站点。

3、双向临时增设北环西路北海路口、广厦怡庭停靠
站点。

二）306 路往汽车东站方向、857 路往公交鼓楼站方
向临时改道：

1、改道走向：洪都路北环西路口后单向改走洪都路、
云飞路、洪大南路、洪大南路榭嘉路口后恢复原线运营。

2、单向撤销北环西路、部分洪大南路走向。
3、单向临时增设云飞路洪都路口、云水湾、云飞路

祥北路口停靠站点。
三）338 路往公交骆驼中心站方向临时改道：
1、改道走向：榭嘉路洪大南路口后单向改走榭嘉

路、机场北路、北环西路、北环西路洪都路口后恢复原线
运营。

2、单向撤销洪大南路、部分北环西路走向及单向洪
大南路榭嘉路口停靠站点。

3、单向临时增设第九医院停靠站点。
四）803 路市妇儿医院北院至长岛花园双向临时改

道：
1、改道走向：洪大南路北环西路口后双向改走北环

西路、北海南路、榭嘉路、榭嘉路洪大南路口后恢复原线
运营。

2、双向撤销部分洪大南路走向及双向洪大南路北
环西路口↓、洪大南路榭嘉路口↑。

3、双向临时增设北环西路北海路口、广厦怡庭、三
和嘉园停靠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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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通行。

特此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宁波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
2021年4月23日

关于轨道8号线一期工程洪大路站施工期间交通管制的公告
（2021年第23号）

华东物资城浙甬市场建材价格行情
物资名称

美国红橡

美国红橡

美国红橡美化

榆木

欧枫格丽斯

规格

910*158*18

1210*158*18

910*158*18

910*155*18

910*155*18

价格

315 元/平方

320 元/平方

350 元/平方

245 元/平方

270 元/平方

联系电话

13819212227

宁波江北天益地板
地址：宁波江北区宁镇公路490号（三官堂）
电话：87666188 87612668 日期：2021年4月22日

潘龙眼压花板
格丽斯印花
圆盘豆
菠萝格
金刚柚木
金刚柚木

910*123*18
910*155*18
910*123*18
910*125*18
910*125*18
910*155*18

185 元/平方
245 元/平方
230 元/平方
320 元/平方
230 元/平方
280 元/平方

镇海区 ZH09-07-19B-01 地块已列入 2021 年度土
地出让计划。因地块出让需要，需在地块出让前对上
述地块内的电力、通讯、供水、排水、燃气、人防工
程等设施进行排摸，以确保该地块内地下无管线及相
关设施。请相关权属单位于见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
内，到镇海区九龙湖镇人民政府进行登记确认，逾期
不予登记的，视作该区块内相关设施迁移完毕，由此
可能造成的后果由权属单位自行承担。

附图：
联系人：叶喜成、戎剑杰
联系电话：86530277、86273959
联系地址：宁波市镇海区九龙湖镇龙源路 7 号

宁波市镇海区城市土地储备中心
2021年4月23日

镇海区ZH09-07-19B-01地块地下设施登记公告

NINGBO DAILY10 时评/广告
2021年4月23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杨继学 电子信箱：llplb@sina.cn

凌 波

日前，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大会提出，着力以数字化改革引
领浙江制造质量变革、效率变革、
动力变革,打造新发展阶段浙江制
造竞争新优势，加快建设全球先进
制造业基地。按照今年开始实施的
宁波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 2.0 版三
年行动计划，数字化是今后传统制
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我市将力争
在 2023 年，成为全省传统制造业
改造提升标杆城市。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是
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为世界第一
制造大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工
厂”，制造业是中国经济腾飞不可
或缺的基石。近年来，制造业发展
面临要素成本上升、落后产能过
剩、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乏力等问
题。同时，传统的管理模式、生产
方式无法满足快速的市场变化与日
益个性化、多样化的市场需求，制
造业面临改造升级的挑战和机遇。
加快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5G
等技术的应用，推进数字化转型，
是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要
求，为制造业高质量提供了新的发

展路径。
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

数字技术提供创新动力和技术手
段。新工业革命正在酝酿兴起，数
字技术与制造技术加速融合，对制
造业的生产方式、发展模式带来了
颠覆性的变化。随着数字技术与传
统产业的持续深度融合，企业的生
产效率将进一步提升，生产要素配
置将更加优化，为有效化解企业供
给过剩问题，降低供给成本，激发
企业创新活力提供了条件。在宁
波，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的“人工
智能大脑”能够与前端 7 个工厂、
87 个车间的 2300 台设备同时实现
交互与控制，通过工业互联网在云
端精准把控，实现成本的降低、效
率的提升。

互联网作为数字化的灵魂，是
最具活力的领域，具有融合赋能的
重要作用。在三大产业中，互联网
呈现由第三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一
产业逆向渗透融合的基本路径，目
前正在加速向制造业渗透，制造业
正成为数字化转型的主战场。这是
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所
决定的，是新一轮制造业制高点竞
争所决定的，是“互联网+”融合
发展趋势所决定的，也是国家发展

的战略选择。
将制造业作为数字化转型的主

战场，对宁波来说，显得尤为迫切
和重要。宁波是全国先进的制造业
基地，也是传统制造业大市，传统
制造业占全市工业经济总量 60％
以上。如何再造传统产业新活力、
新动能、新优势，是我市推进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过去 5
年，我市在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同
时，不断加大智能制造力度，“点
线面”分层级推进智能化改造示
范，在役工业机器人累计已超 1.2
万台，竣工投产智能化 （自动化）
改造项目 5450 个，建设市级以上
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项目超 100
个。

当前，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
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离不开制造业质量、效益提升的支
撑。在制造业低成本比较优势逐步
减弱的背景下，围绕制造业的竞
争，必然以数字化转型为焦点展
开，其比拼将由过去的“产品生产
制造”升级为“产业生态构建”。
只有进一步提高制造业发展质量，
推动传统制造业改造升级，加快其
与数字化的深度融合，才能重塑竞
争优势，赢得核心竞争力，也才能

赢得未来。
今年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宁

波要推进传统制造业智能化改造，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大力培育新兴
产业，打造全国制造业单项冠军第
一城、工业互联网领军城市。在宁
波“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
目标中，安排专章论述数字化变
革，提出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
业数字化，彰显了宁波以数字赋能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心。

在前有标兵，后有追兵的形势
下，宁波要厚植制造业发展新优
势，以数字赋能无疑是制造业转型
升级的最优解法之一。当前，数字
赋能等不得、慢不得，必须抢抓时
间，先行先试，把握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一方面，加
快传统产业的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
转型，通过转型保住存量；另一方
面，着力壮大新兴产业，积极发展
未来产业，持续做大优质增量，从
而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打造“宁
波智造”和“宁波创造”名片。

以数字赋能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卞广春

消费者购买果蔬等农产品，对
其“颜值”较为关注，农产品分拣
成为部分商家“必选项”。有的加
工户使用违规化学药品对农产品进
行“美颜”，让品质较一般的农产
品卖相好、卖价高 （4 月 22 日 《新
华每日电讯》）。

通常而言，外观好看的菠菜、
山药、土豆等农产品，总比外观难
看更能吸引消费者。这意味着，在
上市销售前，对农产品进行必要的
挑选、整理甚至处理，是大势所
趋，十分必要。因为“颜值”较高
的农产品，不仅能加快销售速度，
也能卖个好价钱。不过，只重视农
产品的“卖相”，而忽视农产品的
品质甚至安全性，就需要密切关注
了。

任何农产品，外观是其次，保
留原有的营养成分和品质才是关
键。采取不正当方式处理后，农产
品出现药物残留，有损农产品的品

质，也可能有害于消费者的健康，
这个问题就大了。

为此，市场监管、农产品管理
等职能部门应结合有关案例，对农
产品生产者、加工者、销售经营者
以及广大消费者，进行必要的宣传
教育，堵塞农产品安全监管漏洞，
重点是要把好农产品市场准入交易
关，农产品未经检测或检测不过
关，不得交易或销售，也不能一退
了之，应联合有关方面追根问底，
控制好源头，为消费者吃得放心、
安全作出努力。

作为商家，应密切关注过度
“美颜”的农产品，把农产品好坏
的评价、销售标准，及时扭转到营
养、安全的本质上来，千万不能只
顾“颜值”不顾品质，引导农产品
生产者、加工者科学且有分寸地对
农产品进行“美颜”。广大消费者
则应理性、安全地对待农产品的

“颜值”，对外观好看的农产品要多
问几个为什么，而不是一味追求或
追捧高“颜值”的农产品。

农产品要“颜值”勿有损品质

张海英

日前，《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
准 （2021 年版）》 对外公布，明
确了现阶段国家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项目的基础标准。国家发改委秘书
长赵辰昕表示，“制定出台国家基
本公共服务标准，是我国保障和改
善民生的一次重大制度创新”（4
月 22 日 《人民日报》）。

“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是每个公
民的基本权利，保障人人享有基本
公共服务是政府的重要职责”。这
句话准确概括了基本公共服务的重
要性。要想保障公民均等化享有这
一基本权利，须用统一标准规范政
府基本公共服务。

国家标准是基本公共服务走向
标准化规范化的基础。由于此前国
家标准缺席，所以在部分公共服务
领域，存在公共服务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服务质量参差不齐、服务水
平与经济社会发展不适应等问题。
原因是，基本公共服务提供者没有
标准可循。结果是，部分居民没有
均等化享受基本公共服务。

上述 《标准》 涵盖幼有所育、
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等
22 大类、80 个服务项目。每个项
目均明确了服务对象、服务内容、
服务标准、支出责任和牵头负责单
位。这个 《标准》，既是有关方面
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指南，也是公
众监督基本公共服务内容和质量的
依据，更是督促政府方面履行基本

公共服务职责的一条“鞭子”。这
条“鞭子”，既鞭策有关方面清楚
自己为谁服务，按内容要求服务，
按标准服务，也能保障有关方面承
担服务所需的财政支出。有了这条

“鞭子”，各级政府无论是履行支出
责任，还是直接提供基本公共服
务，或是通过购买方式提供公共服
务，恐怕就不敢懈怠。这种鞭策效
应值得期待。

需要强调的是，该《标准》提
供的是“兜底”标准，而不是基本
公共服务的最高标准。各地应该在

《标准》 基础上，根据自己的财政
承受能力以及服务对象等情况，因
地制宜制定具体实施标准。无疑，
基本公共服务标准越高的地方，当
地居民幸福指数越高。期待各地在
公共服务标准上“试比高”。

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擅自降低
《标准》 所规定的基本公共服务标
准。至于每个地方是否达标，既要
对照 《标准》 中的“服务内容”

“服务标准”来判断，也要充分倾
听服务对象怎么说，因为服务对象
是亲历者更有话语权。当然，第三
方机构也可以对各地基本公共服务
职责履行情况进行调查评估。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标准》
是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国家承
诺”，但兑现“国家承诺”不能只
靠一纸 《标准》，还要靠具体实施
环节务实、高效的行动。未来，基
本公共服务标准化还应该多些强制
色彩，使其更具鞭策力。

基本公共服务国家标准
是一条“鞭子”

郑建钢

4月 11日起在央视热播的电
视连续剧 《小舍得》，引发了许
多学生和家长的共鸣，由来已久
的“教育焦虑”再次上了热搜。

剧中，不管是智商高达 140
的米桃，还是上了校外培训机构
金牌班的子悠，以及落选了副班
长、成绩越来越退步的欢欢，他们
和他们的家长，“白加黑”“五加
二”是常态，“累”是其年度汉字。

《小舍得》 作者鲁引弓说：
“我认为的教育本质，就是让我
们从容，让我们成长。”欢欢的
原型，是个四年级的孩子，在班
里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因为一次
考试题目是区里出的，成绩一下
子倒退了四十多名，班主任由此
看出孩子没有在外面上补习班，
与绝大多数在上校外补习班的同
学相比，缺乏竞争力，难以进
步。作者认为，“生活中的荒
诞，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2020 年 10 月，中共中央 、
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
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强调指出：

“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
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
疾，提高教育治理能力和水平，
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
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唯有如此，才能“让我们从容，
让我们成长”。

天下苦升学、择校久矣。教
育评价改革以后，首先应该倡导
的，是顺其自然的教育环境和轻
松的教育氛围，努力摈弃那些额
外强加于孩子头上的升学、择学

负担，别再让他们为了分数排名而
痛苦和焦虑，更不要对孩子进行所
谓的“全方位”培养，而应让孩子
多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像
子悠喜欢足球、欢欢热爱唱歌等，
让他们在和谐的环境里从容成长。

有舍才有得。家长不能总拿成
绩这一把尺子来衡量孩子，应多聆
听他们的烦恼和诉求，为他们提供
情感的宣泄口，给他们更多的阳光
和雨露，让他们感受到足够的理解、
包容与支持，及时为他们纾解心理
问题，使其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
他人、认识社会，并逐步强大自己
的内心，最终实现自我健康成长。

如何破解类似《小舍得》里无处
不在的教育焦虑？不破不立，“破”字
当头，“立”在其中。一方面，适应教
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倡导扎扎实实
的教育风气，从教育体制上做好顶
层设计，正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
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所
指出的：“改革考试评价制度和学校
考核办法，规范办学行为，建立学生
课业负担监测和公告制度。”另一方
面，学校和家庭需要改变观念，一切
从实际出发，不要动辄以“都是为了
你好”为名加重孩子的负担，时不
时地给孩子念紧箍咒，而应注重孩
子的个体差异，接受包容他们，并
进行科学引导，从而让他们从沉重
的 学 习 负 担 中 解 放 出 来 ， 远 离

“累”字，在色彩斑斓的学习生活
中追寻自己的价值。

有舍才有得

郭敬波

近日，宁波市市场监管局在全
省率先开展房地产领域人脸识别专
项执法行动，3家房企因非法摄取
消费者人脸信息，均被处罚 25 万
元 （4 月 22 日 《宁波日报》）。

从相关新闻报道看，仅仅海曙
区某房地产售楼处一家，一年多时
间里就非法收集了 973名消费者的
人脸信息。

对于这类行为，单靠消费者个
人提起诉讼作用非常有限。前不
久，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审理的

“人脸识别第一案”，因为我国目前
尚没有可以溯及他人的集团诉讼，
只能判被告删除原告个人的人脸识
别信息，赔偿金额也仅支持原告合
同 利 益 损 失 及 交 通 费 共 计 1038
元。其他人呢？

徒法不足以自行，消费者的呼
吁是有限的，甚至是无力的，单靠
几个“较真”的消费者主张权利，

不足以警示、惩治非法人脸识别的
违法行为。况且，大多数消费者对
自己的面部信息被识别、储存甚至
一无所知，这就需要执法机关从监
管层面主动出击。

宁波市市场监管局开出全省首
批关于非法人脸识别的罚单，说明
非法人脸识别已经进入市场监管执
法的视野。罚款不是目的，但不罚
款就达不到目的。因为人脸识别关
乎个人隐私等人身权利，价值几何
很难确定，这也给常规行政执法中
以“违法所得”确定罚款数额带来
了难题。

每家涉事单位被行政处罚25万
元，多不多？相对于个案民事赔偿
1038元是挺多，但相对于房企非法收
集 973名人脸信息，可谓罚当其罪。
宁波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宁波经
验”不但被编入“消费者个人信息案
件执法手册”供全省市场监管部门参
考，合理合法的罚款金额，也为后期
更高层面的立法提供了依据。

敢于对非法人脸识别动真格

受
而
不
理

王
成
喜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