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切实做好公路货运车辆超限超载综合治理工
作，保障公路桥梁设施安全，延长公路使用寿命，改
善公路通行环境，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公
路安全保护条例》《浙江省公路条例》 等法律法规及

《宁波市公路超限运输管理办法》（宁波市人民政府令
第 232 号） 的有关规定，现决定对江北区已检定的公路
治超电子检测系统设备点位予以公告，对货运车辆违
法超限行为于 2021 年 6 月 25 日零时起实施抓拍。

特此公告
宁波市江北区公路管理段

2021年6月10日

关于江北区公路治超
电子检测设备启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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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 合 众 人 寿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宁波中心支公司奉化支公司机构撤销的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核准，同意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中心支公司奉化支公司机构撤销，现正式进行公告。

机构名称：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中心支公司奉化支公司

许可证编号：0238898
许可证机构编码：000074330283
联系电话：0574-28587017
机构住所：宁波市奉化区锦屏街道南山路172号

爱伊美财富中心1605室
邮政编码：315000
经营区域：奉化区
成立日期：2017年01月17日
颁发许可证日期：2019年01月17日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
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经国家保险监
督管理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后续服务机构：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中心支公司

后续服务机构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安波路30号，
建宁街8号，金融硅谷11号楼31层

后续服务机构联系人：张燕红、郑玲娇
后续服务联系电话：95515（全国统一客服电话）、

0574-27988206
后续服务微信公众号：合众人寿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余姚中心支公司马渚镇营销服务部迁址公告
经宁波银保监局备案通过，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余姚中心支公司马渚镇营销服务部变更营业场所，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余姚中心支公司
马渚镇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02330281009
机构住所：宁波市余姚市马渚镇东一路271-1号
经营区域：宁波市
成立日期：2002年10月30日
颁发许可证日期：2021年5月28日
许可证流水号：0252338
负责人：倪红军

联系电话：0574-62462853
客户服务电话：95518
邮政编码：315400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业务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

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
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经
公司核保，营销服务部可以打印保单；经公司授权，营
销服务部从事家财险、雇主责任险险种的查勘理赔。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慈溪中心支公司古塘营销服务部迁址的公告
经宁波银保监局备案通过，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慈溪中心支公司古塘营销服务部变更营业场所，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慈溪中心支公司
古塘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02330282023
机构住所：宁波市慈溪市古塘街道明州路11号第二层203室
经营区域：宁波市
成立日期：2016年10月14日
颁发许可证日期：2020年5月28日
许可证流水号：0252340
负责人：王金鑫
联系电话：0574-63921519

客户服务电话：95518
邮政编码：315300
业务范围：一是经公司授权，营销服务部从事面向社区家庭和小

微企业的各类财产保险的查勘理赔；二是经公司授
权，提供面向社区家庭和小微企业的各类财产保险的
出单、批改、打印、收费等保单销售服务；三是接受客
户的咨询和投诉，引导客户通过电销和网销实现个人
家庭的保障要求；四是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
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慈溪中心支公司城东营销服务部迁址的公告
经宁波银保监局备案通过，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慈溪中心支公司城东营销服务部变更营业场所，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慈溪中心支公司
城东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02330282006
机构住所：宁波市慈溪市观海卫镇桃园东路1815号、1817号
经营区域：宁波市
成立日期：2002年8月19日
颁发许可证日期：2020年5月28日
许可证流水号：0252339
负责人：阮璐益

联系电话：0574-63619558
客户服务电话：95518
邮政编码：315300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业务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

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
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投诉；经
公司核保，营销服务部可以打印保单；经公司授权，营
销服务部从事家财险、雇主责任险的查勘理赔。

因 地 块 开 发 建 设 需 要 ， 根 据 宁 波 市 人 民 政 府
《CX08-03-02c 及周边绿化地块土地征收启动公告》
（海征启告 〔2021〕 11 号） 要求,决定对项目红线范围
内坟墓进行迁移，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迁坟范围
原董家桥村湖里陈自然村附近，CX08-03-02c 及

周边绿化地块土地征收红线范围内坟墓。
二、迁移要求
由坟主家属自本公告之日起 10 日内到董家桥村村

委会办理坟墓迁移申报登记手续。如坟主不在本公告
区域内的，请知悉的亲友相互转告。对逾期不办理申
报登记的，则作无主坟处理。

三、联系方式
董家桥村村委：0574-88005869
特此公告。

宁波市海曙区集士港镇人民政府
2021年6月10日

迁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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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浩声

日 前 ，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发 布
2020 年宁波市自然生态环境状况

“体检报告”。报告显示，去年宁波
自然生态环境状况为“优”，全市
主要水源地水质保持优良，地表水
水质优良率稳步提升；环境空气质
量稳中向好，全市14个辖区6项常
规污染物首次全部达到国家二级标
准；土壤环境质量稳定；环境辐射
保持安全水平。报告也指出，我市
地表水水质优良率和功能达标率均
有待进一步提高；近岸海域水质中
无机氮、活性磷酸盐浓度较高；臭
氧改善趋势尚不明朗。

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
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
重大社会问题。近些年来，我市把
贯彻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摆在全局
工作的突出位置，以铁的决心、铁
的手腕治理改善生态环境。既注重
解决群众反映突出的存量问题，又
注重从环境容量的角度出发，积极
推进产业转型，淘汰落后产能，控
制增量，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
未有。治理带来的变化，不仅反映
在“体检报告”公布的数据指标
上，也体现在城市生活的方方面

面。比如，现在的宁波，山更青
了，水更绿了，城更美了，空气也
更清新了。这个“优”字来之不易！

当然，有的问题，老百姓感受
与公布的数据可能会有差异，这很
正常。因为，“体检报告”反映的
是面上情况，具体到某个点上，情
况是不同的。比如，环境“体检报
告”中反映，“全市主要水源地水质
保持优良，地表水水质优良率稳步
提升”。但前不久，媒体记者通过暗
访，集中曝光了一批河水污染问
题，反映出有的地方河长履职不到
位，治理效果不明显，水环境问题
甚至出现了反弹。这虽属于“总体
向好”情况下的局部性问题，对当
地老百姓带来的影响却是 100%的。
类似的“短板”，还应及时补上。

按时公布“环境体检”报告，
现在已成为一种常态和制度安排，
充分体现了对环境治理的信心和决
心。呈现在公众面前的这份报告，
不仅是要让社会特别是各级主管部
门了解“环境家底”，更深层次的
意义在于，它找到了下一步治理的
靶子。我们应通过已经找出的病
灶，对症下药，精准施策，做好下
半篇文章。既要治“已病”，进一
步 解 决 存 量 问 题 ； 又 要 治 “ 未

病”，防范和治理可能出现的苗头
性、潜在性问题。这件事情，重要
且紧迫，需要社会各界齐心协力来
推进。

社会生态文明理念的形成和发
展，是一个动态的、渐进的过程。
必须看到的是，我们现在做的很多
工作，实际上还是在还环境的旧
账。过去，有的地方选择“先污染
后治理”的路子，以牺牲生态环境
换取经济增长，结果让生态环境和
自然资源处于比较脆弱的状态。这
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我们绝
不能再走这样的老路了。客观地
讲，在环境问题上，还远没有到可
以松一口气的时候，巩固、提升治
理成效，必须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对此，既要有只争朝夕的精神，也
要有持之以恒的坚守。

习近平同志曾经指出，“山水
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生态
文明建设带有系统性，治理也需要
系统思维。如这次“体检报告”中
反映的近岸海域水质中无机氮、活
性磷酸盐浓度较高，以及臭氧改善
趋势尚不明朗等问题，实际上与产
业结构密切相关。如何统筹生产、
生活、生态三者之间的关系，需要
认真考虑。面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系

统，不能从一时一地来看问题，一
定要树立大局观，算大账、算长远
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应致力
于固本培元，通过推动高质量发
展，实实在在地提供更多优质生态
产品，如此，才能形成系统性治理。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
民生福祉。环境好，大家都受益；
环境不好，大家都受苦。环境的
事，说到底是大家的事，是全社会
的事。因此，公众的广泛参与尤为
重要。每位公民应当好生态环境的

“守夜人”，以主人翁姿态主动守护
环境，像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
环境，坚决不干有损环境、影响子
孙后代的事情。

不负绿水青山，方得金山银
山。良好的生态环境，既带给人们
美的享受，也是人们走向未来的依
托。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筑牢生
态文明之基，走好绿色发展之路，
才能建设美丽宁波，让人民生活更
加幸福。

做好“环境体检”的下半篇文章

白阳 刘硕

当你陷入人生困境时，法律援
助能为你点亮一盏扶危济困的明
灯。日前，法律援助法草案提请全
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审，标志着法
律援助立法工作迈出重要一步。

扩大法律援助的覆盖范围、强
化案件办理的质量监督、提升从业人
员的保障水平……草案的一系列立
法组合拳，让弱势群体的维权渠道更
畅通，为社会公平正义依法撑腰。

法律援助作为公共法律服务的
重要组成部分，彰显法治的人情
味。此次提请审议的法律援助法草
案二审稿，增加“确认劳动关系”

“生态破坏损害赔偿”等申请事
项，强化对英烈人格权益以及见义
勇为等情形的法律援助保障力度，
既从社会公众的现实需求出发，把
更多有需求的群体纳入援助范围，
又体现出鲜明的价值取向，让法律
成为公序良俗的强大后盾。

法律援助虽然是一项无偿服

务，但与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息息相
关。免费的代理律师能否尽心办
案？指派的辩护人够不够专业？对
这些顾虑，法律援助法草案着力提
升质量监管，要求相关机构制定质
量标准、开展质量考核和监督，并
及时查处相关投诉，从制度上要求
法律援助机构、承办律师等提升服
务质量，让每一起法律援助案件经
得起法律和时间的检验。

为免除法律援助机构和从业人
员的后顾之忧，法律援助法草案特
别强调要健全法律援助保障体系，
对 法律援助补贴标准实行动态调
整，并明确相关税收优惠措施。这些
切实举措抓住了行业补贴低、获得感
弱等痛点，让从业人员心里更有底、
让相关机构更有积极性，有助于吸引
更多优秀人才加入这一队伍。

人民群众的法治获得感，来源
于生活中看得见、摸得着的公平正
义。法律援助工作，一头连着民
心，一头连着国情。有理由相信，
当法律援助的相关规定和经验成果
上升为法律制度后，这项公益事业
的“筋骨”将越来越壮、“作风”
将越来越实、“境界”将越来越
广，从而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不断
夯实信任之基。

法律援助立法
为社会公平正义依法撑腰

毛 矛

“4 月，本小区一居民网上下
载 App 充值赚佣钱被骗 17 万元”

“近日，某小区一居民接陌生人电
话 以 贷 款 征 信 为 名 ， 被 骗 5 万
元 ” …… 今 年 4 月 中 旬 至 6 月 3
日，我市公安机关已劝阻潜在受害
人 131141 人 次 ， 累 计 避 免 损 失
7366.94 万元。随处可见的案例警
示人们，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已经成
为一大公害，诈骗与反诈骗的斗争
仍将尖锐复杂，迫切需要一场科学
知识的普及教育。

诈骗现象古已有之，可是现在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技术含量之
高、手段之巧妙、受害人数之多、
涉案金额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为什
么呢？按照犯罪学原理，一定的犯
罪形式与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
相联系。就此而言，如果现代科技
被犯罪活动所利用，那么，犯罪的格
局就会改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入
室盗窃是侵财型犯罪的主体，以至于
防盗锁、防盗门、防盗窗等连连升级
换代。到了信息时代，万物互联，社
会生活发生深刻变革，“一卡走天
下”，现金流大大减少，偷盗难以为
继。而网络世界虚虚实实、真真假
假，于是犯罪分子利用电信网络诈骗
就有了可乘之机。所以，预防犯罪、
遏制犯罪先要弄清其规律和特点，在
源头设防，方可把握先机。更何
况，当前数字化改革方兴未艾，在
预防犯罪上也应未雨绸缪，别再让
骗子盯上大数据。

如此众多的人上当受骗，原因
何在？关键是两个“不知情”。一
是对信息技术的相关知识不知情。

有的人遭遇金融诈骗，原因是不懂
得电话号码、头像、个人信息等有
可能被复制盗用。二是对公共服
务、社会管理的知识不知情。例
如，法律规定公检法等执法人员办
案，必须当面出示证件、亮明身
份。但是与办理案件不同，一些服
务、管理类事项是可以多种形式办
理的。政府部门、司法机关为方便
群众，开设了网上办理证照、网上
通知通告、网上缴纳罚款等平台，
但相关知识普通群众未必都晓得，
一旦在网上碰到假警察办案，确实
有点真假难辨。

骗子最怕明白人，防范电信网
络诈骗，说到底就是让公众知情面
越来越宽，未知因素逐渐减少。反
诈宣传，相关部门提供了许多资料，
推出了一些典型案例，有声有色有效
果，但还有拓展的空间。互联网技术
应用多年，人们欣赏其快捷便利的
优势，却忽略了可能被犯罪利用的
隐患。应该让大家更多了解电信网
络的原理构成、应用特点、基本规
律，这样不论骗子如何在网上变换
花样，上当的人才会更少。

反诈骗科学普及，公共事务规
则应该是“重头戏”。政务公开需
要有新思路、新突破。在信息时代
和大数据条件下，应进一步提高公
共事务办理的透明度，如果公众都
知道办事程序和规则，诈骗分子便
无计可施。反诈科普可以有很多的
形式，但是，与群众“面对面”交
流是必不可少的。反诈科普，机关
作风举足轻重，如果干部和群众打
成一片，警察经常走门串户，问计
于民，相互之间知根知底，那么就
会筑起遏制犯罪的铜墙铁壁。

反诈骗期待一场大科普

张智全

6月7日，《安全生产法》修正
草案二审稿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鉴于生
产安全事故和重大事故隐患涉及国
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为切
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草
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因安全生产违

法行为造成重大事故隐患或者导致
重大事故，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
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人民检察院
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
的相关规定提起公益诉讼 （6 月 8
日 《法治日报》）。

授权检察机关对安全生产违法
行为提起公益诉讼，这在我国立法
史上尚属首次。此举不仅彰显了用
公益诉讼构筑安全生产铜墙铁壁的
立法价值取向，也意味着今后在遏
制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法治实践
中，民事或行政公益诉讼将有更大
作为。这对进一步依法遏制安全生
产违法行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和公共利益不因安全生产违法行
为受到损害，意义重大。

尽管近年来我国安全生产形势
总体平稳向好，但重大安全生产事

故仍时有发生，暴露出我国在遏制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方面还存在一定
问题。在此背景下，通过立法建立
检察机关主导的安全生产民事、行
政公益诉讼制度，无疑正当其时。

公益诉讼是为保护公共利益设
立的一种诉讼制度。很多时候，安
全生产事故造成的危害不只局限于
涉事单位和人员，还包括公共利
益。因此，通过立法对检察机关主
导的安全生产民事和行政公益诉讼
制度予以固化，不仅契合法理逻
辑，也有助于通过公益诉讼对安全
生产违法主体套牢法律责任的“紧
箍”。

用公益诉讼遏制安全生产违法
行为，也是诉讼制度的一种创新。
众所周知，有的安全生产事故虽然
直接侵犯公共利益，但按目前的诉

讼制度安排，普通个体无权提起民
事或行政公益诉讼。授权检察机关
对此提起公益诉讼，不仅可以解决
普通个体不能对安全生产违法行为
提起诉讼的实务问题，还可以激发
公众的参与热情，形成依法惩治安
全生产违法行为的合力。

更为重要的是，建立由检察机
关主导的安全生产公益诉讼制度，
不但可以发挥公益诉讼为安全生产
提供法治保障的作用，也有助于提
升我国安全生产的综合治理能力。
当前，我国安全生产的监管客观上
存在部门职能交叉、边界不清、职
责规定不明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
解决，有赖于公益诉讼检察制度的
发力。检察机关以法律监督者和公
益代表的双重身份提起安全生产公
益诉讼，既可以督促相关主体积极
履责，也可以促进相关部门依法履
职，从而在更高层次上推动形成完
善的安全生产综合治理格局。

公益诉讼有利形成安全生产综合治理格局

丁慎毅

6 月 8 日下午，“非遗点亮生
活”——上海博物馆文物修复技艺
专场在徐汇区天平街道“66 梧桐
院”邻里汇开幕，来自上海博物馆
文物保护科技中心的“老法师”们
为居民介绍了古陶瓷修复技艺、青
铜器修复与复制技艺、古书画装裱
修复技艺和古家具修复技艺等“秘
籍”，并当场展示了相关修复实验
作品、标本、书画复制品和家具复
制品 （6 月 8 日上观新闻）。

在人们的印象中，要看博物馆
的展品，或看馆员修文物，是必须
要到博物馆去的。随着近年来博物
馆不断创新，博物馆进社区已经不
再是难题。很多博物馆综合采用视
频、音频、情景剧等现代化手段，
让历史知识不再枯燥，让历史变得
更加鲜活，缩短了博物馆和人们之
间的距离，一些博物馆直接进社区
更是受到居民欢迎。

不久前，上海博物馆就把文物
展搬到社区停车棚，以图片展的形

式为社区居民带来一场别具特色的
文化大餐。近日的上海“博物馆夜
派对”上，上海汽车博物馆的馆藏
经典古董车更是驶入“夜派对”。
而在北京，中国印刷博物馆开馆
25 周年之际，为街道居民送去雕
版和活字印刷课程，传授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

有人说，“如果把藏品当作博物
馆的心脏，那么教育就是博物馆的
灵魂”。让躺着的历史“活”起来，
让深奥的科学“动”起来，让珍藏
的艺术瑰宝、文化遗产为更多人所
了解，拉近与公众距离是博物馆的
最有效办法，而社区是最好的阵地。

社区是多种文化交融的地方，
博物馆进社区大有作为。这就要求
更多博物馆拓展思路，螺蛳壳里做
道场，碎片化中拼风景，让博物馆
文化与其他文化有机融合，塑造

“群众动一动，美好生活进一进”
“群众乐一乐，文化社区长一长”
的治理形态，成就“政府挖一挖，
文化服务深一深”“市场创一创，
文化产业扩一扩”的服务景观。

乐见博物馆进社区

“打”招呼 魏道文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