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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网友投诉，3 月底，宁波日
报、中国宁波网曝光了市区部分商
家电动自行车售前改装、提速等违
法行为。对此，市公安局交通警察
局、市市场监管局高度重视。两个多
月来，已多次联合开展执法行动，并
持续保持高压整治势头，查扣问题
车辆，约谈问题厂商，有效抑制“加
改装”歪风，净化了电动自行车销售
市场。

为阻止问题车辆流入市场，5
月 26 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车管
所会同镇海交警大队和慈溪交警大
队，联合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一举查
获违法“加改装”的电动自行车 96
辆。执法行动共查获涉及靓杰、新
顺、尚岛等 5 个品牌 6 个型号的电动
自行车，均交由当地市场监管部门
进行清点封存等候抽检。同时，对涉
案经销商徐某文和唐某也将依据

《产品质量法》进行严肃查处。
针对在日常检查中屡次发现的

部分品牌车型存在电池改装的隐
患，6 月 15 日，市交警部门和市场监
管部门联合约谈“雅迪”电动自行车
生产厂家雅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代
表。两部门向“雅迪”公司代表通报
了近期检查执法中发现的电动自行
车违法加装改装的情况，主要涉及
违规解码改速、改装鞍座、改装电池
和加装支架保险杠等情形，重点指
出了“雅迪”部分车型存在的违法加
装改装的隐患，并且向“雅迪”公司

代表提出了改进车型设计、规范零
部件采购、杜绝加装改装漏洞、规范
车辆销售等限期整改的具体要求，
并向“雅迪”公司代表下发了《责任
告知书》，再次重申了作为生产厂家
的法律责任。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车辆
管理所非机动管理科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这次约谈厂家代表，旨在督
促厂家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切实拿

出整改意见。
“雅迪”公司代表表示，将根据宁

波相关政策，尽快把问题整改到位，更
好地完善产品设计，提高产品质量。

据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车辆
管理所后期将继续联合市场监管部
门，加大对电动自行车违法加装改装
行为的联合检查执法力度，并按照实
际情况约谈相关生产厂家，进一步规
范宁波的电动自行车市场。

宁波市电动自行车行业协会负责
人告诉记者，目前，电动自行车行业
协会正在对车辆加装保险杠、加长坐
垫、车底增加电池盒等现象进行全面
排摸与检查，并要求代理商和会员按
照国家法律法规进行彻底整改。同
时，协会还加强了相关管理和巡查工
作，力争为宁波创造良好的电动自行
车经营环境。

（仇龙杰）

举一反三，雷厉风行

我市重拳整治电动自行车“加改装”

与此同时，在中国宁波网民生
e 点通群众留言板上，一批回复速
度快、整改切实有效，且附上现场
图片的部门回复，收获网友及市民
巡访员的点赞。上周，记者回访这
些点位，发现相关问题均已得到有
效整改或正在整改中。

余姚候青江凤山街道段：

肮脏的水面清爽了

5 月 20 日，宁波市文明创建市
民巡访员“樱桃小口”发帖：余姚
火车站前的候青江凤山街道段周边
的环境卫生还有提升改进空间。该
巡访员上传的图片显示，候青江水
面漂浮树叶及垃圾，而河岸边的步
道也有许多垃圾无人打扫。

第二天，余姚市水利局立即回
复：该地段的河道漂浮物和路面垃
圾我局已第一时间会同凤山街道、
阳明街道开展打捞、清理，目前已
清理干净。路面及河道保洁是个动
态的过程，下步，我们将进一步加
强巡查、保洁，及时关注卫生死
角，提升路面、河道的清洁度。

此外，回复中还附上了 10 张
现场照片，图中显示市民巡访员反
映的问题均已整改完毕。

网友点赞：整治快且到位，点
赞！望举一反三，常态保持。

上周，记者回访：候青江水面
干净无垃圾和树叶漂浮；沿河步道
有保洁人员打扫，地面及绿化带无
垃圾。 （傅仲楠）

海曙悠云路：

地砖上的青苔已被清理

6 月 15 日 ， 网 友 “ 王 雷 ” 发
帖：最近是梅雨季节，海曙区悠云
路 （青林湾东区和维科上院小区这
段）人行道上长了很多青苔，最近路
过时险些滑倒。附近小区居民多，还
有幼儿园、医院、公交车站，市民
在此人行道上走，存在安全隐患，
希望有关部门能处理一下。

同样，海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迅速行动，并于第二天回复：我局
已组织工作人员前往该处，对青苔
进行清理，现已清理完毕。

网友点赞：部门火速行动，消

除隐患。赞！
上周，记者回访：悠云路两侧人

行道地砖上的苔藓已被全部清理。尤
其是上下坡处，青苔已经完全被清理
干净，走路时无打滑感。

（傅仲楠 张敏）

江北恒一广场：
周边卫生乱象已经整改

5 月 14 日，宁波市文明创建市民
巡访员“双球”发帖：中午，特地到
江北恒一广场巡访，问题较多，主要
集中在以下方面：1、垃圾桶塞得满
满的，看情况已经不是一天两天没清
理了；2、绿化带里有不少垃圾和杂物；
3、吸烟亭变成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场；
4、广场四周有好多岗亭，随机看了下
里面居然堆放杂物。

5 月 17 日，洪塘街道回复并附上
了 5 张照片：经了解，街道保洁人员
及恒一广场管理方已对相关区域进行
了清理，同时已要求保洁人员和恒一
广场管理方加强巡查和清洁管理。

上周，记者回访：绿化带里的杂
物和垃圾已被清理，有的地方还增放

了垃圾桶；吸烟亭增设了隔离柱，已
无电动自行车停放；岗亭内的杂物也
已被清理。 （傅仲楠）

高新区三官堂大桥下：

水池将增设醒目“警示牌”

6 月 6 日，网友“百里守约”发
帖：三官堂大桥南广场有地球的水池
里面有不少小朋友在蹚水玩。但水池
里面有电灯，万一漏电后果不堪设
想，旁边的家长也没有安全意识。请
职能管理部门做好警示和引导！

6 月 10 日，市住建局回复：经核
实该水池周边设有“请勿戏水”“禁
止入内”的安全标语，水池内电灯电
压为 12V，属于人体安全电压。同时
养管人员近期会在现场醒目位置再增
设安全警示标语和标牌，重点做好安
全宣传及引导工作。请各位携带小朋
友的家长注意，做好文明出行，提高
安全意识。

网友点赞：安全无小事！即便没
有危险，也要加强引导和管理。为部
门认真负责的态度点赞！

记者从宁波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发展中心了解到，新的警示标牌会在
本周内增设完毕。 （方琴）

这些认真负责的部门回复被点赞

交警部门查获违法“加改装”电
动自行车。（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车
辆管理所供图）

符合标准的电池放入“问题”电
动自行车电池箱后仍有较大空间。

（仇龙杰 摄）

工作人员检查车辆“加改装”情况。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车辆管理所供图）

余姚火车站前候青江水面干
净，无垃圾和树叶漂浮。

（傅仲楠 摄） 悠云路人行道上下坡处的青苔
已完全清理干净。

（傅仲楠 摄）

此前被投诉的吸烟亭前增设了
隔离柱。 （傅仲楠 摄）

水池边已设置安全标语。
（方琴 摄）

记者 傅仲楠

车 辆 违 停 、 占 道 经 营 、
杂物堆放、卫生状况差⋯⋯
夏季来临，在中国宁波网民
生 e 点通群众留言板上，有关
人行道上述乱象的投诉又多
了起来。相关问题不仅影响
通 行 ， 更 有 损 甬 城 文 明 形
象。众多网友直呼：我们的
人行道，能否拥有更多的整
洁与畅通？

No.1
镇海庄市街道兆龙路

网友反映：镇海区庄市街
道兆龙路夜晚有许多饭店在人
行道搭帐篷经营，占据了人行
道，并弄得人行道上都是油污
和垃圾，请有关部门尽快管一
管。

上周，记者回访：兆龙路
与东昌路及聚兴路交叉口附
近，不少餐饮店在人行道上搭
起了帐篷，并摆放桌椅占道经
营，有的店还现场售卖滴着血
水的肉类。现场，有食客还将
吃剩的食物残渣直接丢弃在地
面上。一些餐饮店前的人行道
上，垃圾狼藉。

No.2
鄞州区潘火街道佳童巷

网友反映：潘火街道新佳
苑小区南面店面房，存在跨店
洗车行为，导致污水乱排，影
响居民生活和城市美观。

6 月 3 日 ， 潘 火 街 道 回
复：新佳苑门口有一家正通高
端汽车维修店，经营洗车业
务，中队巡查时未发现洗车行

为，但是存在跨门经营的情
况，中队立即要求店铺整改，
下发责改文书限期整改。复查
时发现店铺未整改，中队下一
步准备立案处理。

上周，记者回访：网友反
映的店铺占道经营问题已进行
整改，但其他店铺依旧存在占
道经营的情况，不少店家将杂
物堆放在人行道上及行道树的
树穴边。此外，佳童巷人行道
地面上残留不少垃圾，一副许
久无人打扫的模样。

No.3
江北洪塘中路餐饮一
条街

网友投诉：洪塘中路餐饮
一条街上，有些店主贪图方
便，将垃圾随便丢弃在人行道
及绿化带中，影响环境。

5 月 21 日 ， 洪 塘 街 道 回
复：相关部门第一时间赶到
现场进行清理，现已清理干
净。

记者两次前往现场回访：
洪塘中路 （江北大道-洪都路
段） 东侧人行道及周边绿化带
中，垃圾随处可见，且多处地
面布满黑色污渍。有些垃圾甚
至在记者两次回访中都原封不
动地堆在原处未被清理。此
外，不少非机动车随意停放，
将整条人行道堵死，盲道形同
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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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辆违停、占道经营、杂物堆放……

网友呼吁：
人行道能否少些脏与堵

有的店还现场售卖滴着血水的肉类。 （傅仲楠 摄）

兆龙路上不少餐饮店在人行道上搭了帐篷，并摆放桌椅占道
经营。 （傅仲楠 摄）

上月底，一场精彩的相亲
联谊让 20 多名年轻人幸福牵
手。为给更多单身朋友创造相
识机会，6 月 26 日，中国宁波
网民生 e 点通再次举办一场百
人相亲大会，期待您的到来。

我们为这次 Party 安排了
丰富多彩的互动活动，相信会
让您在一个轻松的环境里尽情
释放自己的魅力，并碰撞出爱
的火花。

来吧，带着你的帅气与美
丽。看对眼了，直接牵手过周
末，看不对眼，期待下场活动
再邂逅心仪的他 （她）。一如
既往，我们的 Party 不收取任
何费用，纯公益活动。

爱情，从来没有理由；心
动，只需一瞬间。不折不挠，
心怀希望，勇敢来相亲吧！

参加对象：本次活动仍为
机关、事业单位、在甬部队、大
型国企、金融单位专场。男生为
1987 年（含）以后出生，女生为
1991年（含）以后出生。

报 名 方 式 ： 微 信 搜 索
“nb81850”，关注宁波民生 e
点通公众号后发送“交友”获
取报名表单。

活动时间：6月26日1300
至1530。

活动地点：宁波日报报业
集团 （鄞州区宁东路901号）。

（张璐）

不折不挠，寻爱需要勇气

民生e点通
又喊你相亲了

杭甬高速复线有哪些出入口
何时建成并通车

网友“百里守约”：请问杭甬高
速复线预计什么时间可以造好通行，
在哪些位置会设高速路口？

市交通运输局：杭甬高速复线宁
波段分段分期实施建设，一期工程、
二期工程计划“十四五”期间建成通
车，三期工程计划“十五五”期间建
成通车。宁波段在余姚设“临山、泗
门北、小曹娥”出入口，在宁波杭州
湾新区设“庵东西”出入口，在慈溪
设“新浦东、慈东、龙山”出入口，
在镇海设“澥浦、威海”出入口，在
北仑设“戚家山、富春江、陈华”出
入口。

我市有多少菜市场
正在或规划建设

网友“王传御”：请问我市有多
少在建和规划建造的菜市场？

市商务局：你好，《宁波市三江
片菜市场专项规划》 于 2019 年获得
了宁波市人民政府批复印发，规划至
2020 年。随着新的国土空间规划编
制，菜市场专项规划也在新总规之下
再一轮更新，2020 年开展了宁波市
菜 市 场 专 项 规 划 （2021- 2035 年），
规划范围从三江片拓展到市辖区六区
范围，目前规划还在制定中。根据

《宁波市三江片菜市场专项规划》，规
划范围内布点农贸市场 123 个，其中
保留 54 个，新增 69 个，共计 450194
平方米。其中海曙区 38 个，144519
平方米；江北区 24 个，81496 平方
米；鄞州区 54 个，184604 平方米 ；
镇海区 7 个，39575 平方米。另外规
划生鲜超市 64 个，合计规划菜市场
187 个。

在宁波购房落户
需符合什么样的条件

编号“122578”的网友：本人
非宁波户籍，往届本科学历，宁波市
社保缴纳 1年。目前有工作，未购房

且租房居住。请问能否落户并购买限
购区内的房子？

市治安支队：您符合落户条件。
硕士、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毕业 15
年内的人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技
师及紧缺人才，在宁波合法稳定就业
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无合法稳定
住所的，可将户口迁至“人才专户 B
类家庭户”，允许其配偶、未婚子女
迁入。

市住建局：根据我市限购政策，
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在本市海曙区、
江北区、鄞州区、镇海区、北仑区、
奉化区行政区域内无住房的，自购房
之日起前 3 年内在本市连续缴纳 24 个
月及以上且无补缴记录的社保证明，
可在限购区域内购买 1 套住房。本市
户籍居民家庭在本市海曙区、江北
区、鄞州区、镇海区、北仑区、奉化
区行政区域内无住房的，可在限购区
域内购买住房，参加无房优先认购。

如果以非本市户籍购房住房，需
要等待社保条件满足后可在限购区域
内购买住房；如果落户成为本市户
籍，可按本市户籍居民家庭政策购
房。

今年企业在职人员
如何申请研究生学费补贴

网友“894545418”：最近看到
宁波市人社局发布2021年企业在职人
员攻读研究生学费补贴通知。请问事
业单位（信研院）合同制员工如果要提
升学历，是否可以享受补贴以及申报？

市人社局： 根 据 《关 于 做 好
2021 年企业在职人员攻读研究生享
受学费补贴有关工作通知》（甬人社
发 【2016】 143 号） 文件，学费补贴
对象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一） 在
企业实际从事工程、技术、管理工作
3 年以上，且符合报考专业招生条件
的在职人员；（二） 与在甬企业 （含
部省属驻甬企业） 依法签订劳动合
同，且在宁波参加企业职工社会保
险，缴费时间不少于 12 个月 （缴费
计算时间 2020 年 7 月至 2021 年 6 月连
续 12 个月）。您的劳动合同是跟事业
单位签订并且社保也是由事业单位帮
你缴纳，因此不符合我们学费补贴对
象应具备的条件。 （海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