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缓解机场路 （联丰村段） 交通拥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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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30 日起，对该段道路交通组织
实施调整，具体内容如下：

一、机场路联丰村村道路口：
1、路口南北双向：
①00:00-24:00，辅道禁止机动车左转，往联丰村

的受限机动车直行至前方掉头通行；
②00:00-24:00，主线禁止机动车右转，往联丰村

的受限机动车提前进入辅道通行；
③00:00-24:00，禁止机动车由主线驶入辅道或由

辅道驶入主线。受限机动车，主线往辅道方向的提前
驶入辅道，辅道往主线方向的经辅道直行后再汇入主
线。

2、路口东西双向：

00:00-24:00，禁止机动车右转驶入主线，右转机
动车一律驶入辅道，经辅道直行后再汇入主线。

二、机场路联丰村路段（S214省道-南翔桥北的
光文路）：

1、00:00-24:00，禁止摩托车和所有货车 （含享
受通行优惠政策的新能源货车、已备案登记的皮卡
车） 在该段道路主线通行。

2、主线限速 70km/h，辅道和匝道限速 50km/h。
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提前规

划出行路线，遵照现场交通标识指示通行。路段两端
设置有掉头路口 （车道） 可供绕行。

特此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2021年6月25日

关于机场路（联丰村段）交通组织调整的公告
（2021年第44号）

关于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龙驰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延续的公告

机构名称：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
龙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机构编码：33020668801257800
经营地址：宁波市北仑区新碶街道凤洋二路48号2幢2号
邮政编码：315800
成立日期：2009年4月29日
许可证印制时间：2021年6月11日
许可证流水号：0703643
机构负责人：贺明宗
机构负责人电话：0574-86852802
代理险种：机动车辆保险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龙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经营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延续核准，现予
以公告。

地址：宁波市兴宁路1188号 电话：87403188
日期：2021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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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博 通讯员邵
天雨 林银海） 昨日，两艘割草船
正在鄞州公园二期河道上打捞漂
草，只见河水清澈见底，“水下森
林”茂盛，睡莲盛开，群鱼遨游，
一条亮丽的网红河道呈现在眼前。
据了解，今年鄞州区沉水植物种植
面积增加至 15 万平方米，并将一
体化离岸设备以及水下增氧设备改
造升级，加快推进“美丽河湖”向

“幸福河湖”迭代升级。
“为提升总体水质，我们水岸

同治。岸上，对河道实施工程整
治、生态修复等全方位、立体化
综合治理；水里，通过沉水植物
种植、增氧曝气、菌种投放等多
种手段，构建‘水下森林—水生
动物—微生物群落’生态共生系
统。”鄞州区治水办相关工作人员
介绍，以持续推进“污水零直排
区”“治水拆违”等专项行动为抓
手 ， 该 区 严 格 实 施 河 湖 水 质 提
升、亲水设施建设，同时，围绕
河湖文化打造特色沿山干河，把
治水文化和水工程文化主要通过
沿河景观带进行展示。

自 2018 年以来，鄞州区已成
功创建后塘河 （五乡段）、甬新河

（东部新城段）、院士公园河、新
杨木碶河 （福明街道片） 等 5 条

省级美丽河湖。截至目前，全区
累 计 有 省 、 市 、 区 级 “ 美 丽 河
湖”26 条。同时，该区每年开展

区级美丽河湖评选活动，已评选
出 “ 我 身 边 的 最 美 河 道 ” 20 条 ，
以更高站位打造鄞州美丽河湖风

景线、滨水绿色产业发展带、百
姓安居乐业幸福网，提高人民群
众获得感与幸福感。

鄞州“幸福河湖”提高群众幸福感

市民在东部新城市民广场河边欣赏美景。 （林银海 王博 摄）

本报讯 （记者张燕 通讯员
甬轨君） 工厂车间组装、轨道车运
送、自动化机械臂安装⋯⋯原本需
要 60 名工人耗时 1 个月安装的车站
站台门，如今仅需 36 个小时就完
成了，这标志着宁波轨道交通联合
宁波中车时代自主研发的站台门整
体模块化预制-智能化安装技术在
5 号线一期布政站成功试点应用。
前天，记者来到现场一探智能化施
工的魅力。

记者在布政站施工现场看到，
每组站台门模块通过吊装井放置到
轨道工程车上，运送至站台，通过

轨道上两台自动化机械臂以“搭积
木”的方式快速完成安装拼接，最
后一步只需配备 6 个工人，固定安
装 18 颗螺栓就完成了。算下来，
单扇站台门安装仅需 20 分钟。

据了解，原本需在车站现场作
业的组装、布线、接线、单体调试
等一系列工序，全部在工厂车间里
提前完成。“整个车站 48 扇站台门
安装，算上材料吊装时间，只需
36 个小时。”宁波轨道交通建设分
公司机电部副部长凌人说，传统地
铁站台门安装模式是以散件现场组
装，再进行调试。

据了解，站台门整体模块化预
制-智能化安装技术由宁波轨道交
通联合宁波中车时代自主研发，为
城轨行业首创。该技术极大地提高
了现场安装调试效率、工艺质量，
并降低了人力成本，减少现场材料
堆放，避免交叉作业，提升了现场
安全文明施工管理水平。“该技术
具有广泛的推广价值，我们将逐步
在其他城市地铁建设推广应用，助
推宁波‘智造’走出宁波。”宁波
中车时代传感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丁暄说。

据了解，宁波本地企业也参与

了站台门整体模块化预制-智能化
安装技术的研发，该模块化站台门
的门机、站台电气部件等核心部件
由宁波本地企业供应，打造了由行
业内、行业间和公共服务构成的生
态链条。据统计，在 5 号线一期工
程建设中，有 50 多家宁波本地企
业 参 与 建 设 ， 中 标 标 段 数 占
37.4%，涉及勘察、设计、施工、
监理、原材料、设备等轨道交通上
中下游全产业链。从站台门到电扶
梯、导向标识、多联机空调，从地
铁列车部件到电线电缆，都有本地
企业的身影。

宁波“智造”提速地铁建设
36个小时完成一个车站站台门安装

前天，宁波公交集团第四分公司各支部党员代表及全体入党积极分子
走进鄞州消防大队首南消防救援站，近距离体验了消防救援官兵的工作生
活。消防救援战士们向大家展示了消防救援装备的穿戴，并讲解了消防
车、消防器械的基本原理和使用方法及火灾发生时如何应急逃生等知识。

（陈结生 吴敏亮 摄）

本报讯（记者陈朝霞 通讯员
张昊桦 厉迪桑）“村账审批不出
村 ， 实 时 上 传 审 批 ， 便 利 太 多
了。”前天，海曙区鄞江镇芸峰村
出纳员舒贤萍在电脑前，将一批路
灯配件购买及维修费的发票通过网
上审批，5 分钟就完成了整个审批
过程。浙江省农村集体经济数字管
理系统上线后，海曙区率先在芸峰
村、建岙村进行试点先行。

一个月的“数字化”管理试点
让山村尝到了“甜头”。“这个月，

我完成了近 40 项业务审批，工作
效率大大提升。”舒贤萍感叹，省
农村集体经济数字管理系统上线
后，让村内的审批程序更加规范。

记者在现场看到，舒贤萍熟练
地将原始凭证通过高拍仪上传系
统，并在系统内填写支出事由、支
出方式、支出对象、支出金额 4 个
基本要素，最后由村、镇 （乡） 审
批人员通过“浙政钉 2.0”完成审
批，全程不受时间地点限制。

数字赋能，还让村务审核审批

过程“透明化”。海曙区农业农村
局农经站工作人员陈诚介绍，过去
的审批手续是线下、纸质的，纸质
审批单上的日期存在可任意填写的
漏洞，会导致“先支付、后补审
批”的不规范情况出现。对审核和
监管人员来说，这种后补行为不易
发现，一旦发现也在事后。如今，
一切审批必须按规定流程进行，弥
补了未经审核就已支出的漏洞。

“网上的审批内容和记录会被
永远保存在农村集体经济数字管理

系统中。”陈诚介绍，5 月初，海
曙区以鄞江镇为试点对象，对镇内
负责村集体资金支付的出纳员进行
了专场培训，讲解网络审批等功
能，经过综合考虑选择了村财务管
理基础较好、村干部对电脑操作较
熟练的芸峰村、建岙村进行试点。
其间，由农经站和属地乡镇相关部
门进行监管，总体运行情况良好。
下一步，将在全区乡村全面推广，
完善“阳光公开”功能，让村民们
也能在网上看到村务动向。

村账审批不出村

海曙农村资产管理数字化试点先行

本报讯（记者孙佳丽 通讯员
余铮 车向东） 前天，1 件来自雅
加达的国际转运货物搭乘航班号为
MU7180 的全货机到达宁波栎社机
场国际货站。与其他货物不同的
是，这件货物于次日再次出境，搭
乘 K4961 航班飞往美国安克雷奇。
据悉，这是宁波空港口岸国际转运
运输业务开通后的首票“空-空”
国际转运货物。

“空-空”国际转运运输业务，即
境外货物在宁波空港口岸入境后，
换载国际航班于宁波空港出境。对

于宁波空港，这是一项全新的业务，
可以更高效地利用宁波空港横跨欧
亚美大陆的货运航线辐射范围，进
一步优化宁波航空货运网络布局。

“这次‘空-空’国际转运运
输业务的开通，将进一步提高宁波
空港航线的通达性，满足日益增长
的货运需求，为外贸企业创造更大
的效益，也有利于宁波口岸集散中
心的建设，助力宁波机场成为国际
物流中转枢纽，助推‘一带一路’
建设。”宁波机场海关物流监控科
副科长沈醉说。

宁波空港开通“空-空”
国际转运运输业务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数字经
济是贵州一张亮丽的名片。近日，
30 多位宁波领军拔尖人才走进贵
州，对标学习数字经济，大家互相
学习，取长补短，跨界交流擦出火
花。

记者了解到，贵州是今年宁波
市领军和拔尖人才培养工程“走出
去”学习的第二站。在贵州双龙大
数据生产中心，领军拔尖人才一行
跟企业负责人进行深入交流。该公
司集数据生产采集、数据分析处
理、行业深度应用于一体，致力于
成为全球最大的中文大数据采集中
心，成为服务于全国大数据战略的
重要公共支持平台。

宁波财经学院金融与信息学院
副教授蒋雄飞表示，金融研究跟大
数据紧密相关。他说：“我们正在
进行的一个重大课题项目，就是通
过和国科大宁波华美医院合作，借

力大数据，把复杂系统当中的一些
理论和方法推广到医学研究中。对
标学习，我们还有很大的拓展空
间。”

领军拔尖人才一行还参观考察
了贵州数字经济展示中心。在展示
中 心 ， 苹 果 iCloud 中 国 （贵 安）
数据中心、华为云数据中心、腾讯
贵安七星数据中心等一大批贵安及
贵州数字经济发展领域的重点项目
和典型案例，让大家受益匪浅。对
标学习期间，领军拔尖人才还参观
了中国振华电子集团等企业，并多
次进行跨界交流座谈。

据 悉 ， 从 2011 年 启 动 至 今 ，
宁波市领军和拔尖人才培养工程已
经走过了整整 10 年。通过搭建学
习提升平台、合作交流平台、服务
社会平台、成果展示平台，目前已
形成了人才跨界交流、学习、合作
的良好人才培养生态。

对标学习贵州数字经济

宁波领军拔尖人才
跨界交流擦出火花

“零距离”体验消防员生活

【紧接第1版】 中国是塞尔维亚伟
大的朋友，塞中关系目前处于历史
最好水平，塞方对塞中“铁杆情
谊”感到自豪。中方为塞方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提供了宝贵援助，深化
和巩固了传统友谊，希望在疫苗等
方面继续加强合作。塞方愿积极参
与共建“一带一路”，扩大各领域
务实合作。塞方坚定支持并将继续
积极推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
祝塞中友谊万古长青！

新华社北京 6月 24日电 国
家主席习近平 6 月 24 日同斐济总理
姆拜尼马拉马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斐济是最早同新
中国建交的太平洋岛国。建交 46
年来，中斐关系得到了巨大发展，
重要的一条经验是双方始终在涉及

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
互支持。中方尊重斐济自主探索适
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斐方
一道，推动中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
民，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
益。

习近平强调，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后，中斐同舟共济，携手抗疫，
两国友谊和合作持续深化。中方愿
为斐方抗击疫情继续提供疫苗等支
持，将设立中国－太平洋岛国应急
物资储备库，帮助斐济等岛国提升
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和自然灾害
的能力。中方愿同斐方加强战略对
接，共建“一带一路”，深化贸易
投资、基础设施、交通通信、旅游
等领域合作，继续实施好菌草、农

业技术合作等项目，助力斐济经济
社会发展。中方将继续支持斐方提
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

姆拜尼马拉马表示，热烈祝贺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在习近
平主席远见卓识和坚强领导下，中
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在世界上
发挥着重要领导作用。感谢中方
为斐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宝
贵支持。斐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
政策，在涉台、涉港、涉疆等问
题上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不会做
损害中方利益的事情。斐方愿同
中 方 加 强 交 往 ， 深 化 互 利 合作，
密切在国际事务中的沟通协作。共
建“一带一路”前景广阔，将为斐
中合作带来重要机遇，斐方将继续
积极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