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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市民巡访团特别行动第三季——

商圈、商业综合体及周边期盼更多文明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圈如雨后春笋出现在甬城，成为市民日常消
费、娱乐、休闲的最佳去处。上周，宁波市文明创建市民巡访团在市文明办的指导下，
开展第三季特别行动，对江北、海曙、鄞州、镇海、北仑、奉化的各类商圈、商业综合
体及周边进行了专题巡访。
归纳巡访员一路所见，最多的乱象为车辆无序停放、公共区域堆物、垃圾随意丢
弃、公共场所抽烟、儿童玩游戏机、设施破损缺失以及天花板漏水。
（易 民）

江北区
老外滩：
沿街商铺占道经营。不少商
家直接将桌椅板凳搬到户外，并
占用盲道。在老外滩内部，路面
散落着垃圾，一个树穴里还被丢
了大量废弃玻璃瓶。老外滩外围
的新江桥上，有不少无证摊贩以
及乞讨人员。

通道内堆物停车普遍，
与一旁
张贴的提醒标语形成鲜明对比。
恒一广场：
广场一楼一家店铺前撒满礼
花碎屑，并随着来来往往的顾客
被带往广场其他区域。广场三楼
儿童游乐区的游乐设施旁乱拉电
线 、乱 接 插 座 ，存 在 严重安全隐
患。
周边店铺普遍存在门前堆物现
象，
绿化带垃圾堆积无人清理。广
场外非机动车停放混乱，有些车
甚至直接停放在广场的大门口。

高鑫广场：
广场内多处漏水。漏水点附近
天花板已严重发霉，甚至已破损，
看上去十分不美观。广场内有人在
公共区域吸电子烟，无人劝阻。东
北角和东南角进出口通道被非机动
车占据，行人通行困难。周边环城
西路的人行道上不少非机动车胡乱
停放，占压盲道。其中，有一辆警
用摩托也在人行道上违停。

绿地中心：
绿地中心周围树上悬挂的不
少彩灯已破损，灯片垂挂，行人
一不注意就会碰到头。附近地面
有电线裸露，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万达广场：
广场内多处漏水，广场方放
置了水桶接水，但很多桶内又被
丢入大量垃圾。广场的室外步
行街脏乱不堪。不少店铺直接
在店门前堆物；步行街内垃圾
随处可见：有的下水道盖子被
掀开，但旁边无警示牌；步行
街与广场外的通道内堆物停车
现象普遍，与一旁“禁止停放
非机动车及堆物”的提醒标语
形成鲜明对比。广场西南角空
地被划为非机动车停车区，但
停车区内秩序混乱。周边江北
大道的人行道上，不少非机动车
占压盲道。谢家公交车站的斑马
线正对非机动车停车区，斑马线
形同虚设。

三楼一儿童游乐区乱拉电
线、乱接插座。

1902 万科广场：
停车场出入口减速带破损严
重，蓝牙设备破损失灵，没有任何
信号。广场内有汽车乱停，多处隔
离桩倒地。广场外有多处地点存在
非机动车乱停情况。
明海商业广场：
有人在广场内的厕所里抽烟，
便
池和地面有烟蒂散落。
广场东侧外墙
上多块广告布破损严重，
有损市容。

周边环城西路人行道上甚至
有警用摩托违停人行道。

环球银泰城：
大门口设置的人体体温自动检
测仪出现故障，进商场的市民均为
“高热”，但无人过问。商场内，有
人牵着宠物狗闲逛。负一层一游乐
场所内，一男子一边打游戏一边叼
着烟，吞云吐雾。

开元商业广场：
广场内部通往二楼的电梯下方
乱堆广告牌和垃圾。广场外人行道
上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混乱，车库出
入口附近的花坛内有垃圾。

聚亿商业广场：
广场入口处未见到工作人员测
体温和查绿码，室内区域多个垃圾
桶破损。漫时光网苑附近烟味浓
重，而离该网吧 20 米远是一家儿
童培训机构。广场旁的宁南北路金
家一路口，行人、非机动车频闯红
灯。

东部银泰城：
商场内有十余处点位漏水严
重，顶部发霉并破损。部分点位积
水严重，瓷砖地面湿滑，存在安全
隐患。商场外围绿化带边缘砖块松
动，绿化带中散落着垃圾。商场北
侧中山东路人行道及非机动车道
上，非机动车停放混乱。
天伦时代广场：
广场 1 号门外的肯德基店铺
外，不少电动自行车靠窗停放；3
号门外一些商家占道摆放物品。附
近商家说，广场西侧停车位旁的围
栏长期破损，灯具损坏已有一个
月，无人修理。

康桥商业广场：
康桥商业广场有 2 家商铺门前
堆放了大量建筑垃圾。雨水浸泡后，
发出一阵阵臭味。另一家商铺敲下
原有招牌后，直接丢至人行道上。

商场二楼有 5 名儿童在打格斗
游戏。

环球东方港城商业广场：
广场商业街区的一段人行道上
堆满垃圾桶，附近臭味刺鼻，地面
污水横流。一家正在装修的商铺，
还将门口的人行道圈占，用于堆放
建筑垃圾，过路行人不得不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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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回复精选

公交开放日活动本周五举行
即日起报名，邀您参加
观公交服务稽查大队、第二分公
司维修车间、纯电动公交车充电
设施。大家还能乘坐最新的纯电
动公交车，观看公交车全套洗车
流程，聆听纯电动公交车的涉水
性能讲解，并与公交运营管理工
作人员面对面交流。不仅如此，
我们还安排了与公交劳模、先进
同进午餐、合影留念等福利哦！
共话绿色出行，期待您的参
与。有意参加“公交开放日”活

动的朋友可通过以下方式报名：
微信关注宁波民生 e 点通
（搜公众号 nb81850），发送关键
词“公交”，填写相关报名信息
即可。
名额有限，是否报名成功以
主办方 最 终 确 认 电 话 为 准 。 活
动当天需戴好口罩，出示绿
码 、 行 程 码 和 测 量 体 温 ，请提
前准备哦。
（张 璐）

感谢有您 e 路同行
千份小礼物今起大派送
沟通 e 瞬间，服务零距
离。中国宁波网民生 e 点通自
2013 年 9 月开通以来，一直以
服务民生为宗旨，以解决问题
为导向。八年来，我们与中国
宁波网百万注册网友以及百余
职能部门和重点民生企事业单
位风雨同路。截至目前，已有

近 40 万件网友诉求通过平台得
到处置与回复。
值此八周年来临之际，我
们为大家准备了千份爱心小礼
物。请您关注宁波民生 e 点通微
信 （搜公众号 nb81850） 后，发
送关键词“生日快乐”，按要求
完成抢单。我们的爱心小礼物

一店铺门口成堆的纸箱占据
过道。

漏水导致商场一处楼梯长出
青苔，湿滑难行。

公益活动

为增进与广大公交迷的沟
通了解，拉进市民与公交的距
离，中国宁波网民生 e 点通联
合宁波公交集团于 8 月 20 日组
织开展“公交开放日”活动。
本次活动时间为期半天，
地点在宁波公交集团第二分公
司 （江北区风华路 172 号，地
铁路林站旁）。
活动以“网友话公交、服
务再升级”为主题，将安排参

银泰城：
商场内的一店铺门口纸箱成
堆，占据过道。地下停车场充电桩
区域漏水，其中一处车位上明显积
水，存在安全隐患。电动自行车占
据机动车车位现象普遍。

万达广场：
商场内部多处漏水。商场二楼
两台共享街机游戏机前，5 名七八
岁大小的儿童正在打格斗游戏，无
人管理和劝导。

商场内有人遛狗和吸烟。

三江夜游游船码头通道被机
动车堵住。

蓝山时尚广场：
该广场分为两层，楼上、楼下
的角落处均堆有杂物或垃圾。过道
一处下水口被倾倒了厨余垃圾，臭
味阵阵。楼下的商家称，楼上的下水
口被堵，导致雨天积水从楼梯流下，
把垃圾冲得到处都是。

北仑区
银泰城：
商场 3 号门口大片地面破损，
人
行区域坑洼不平。3 号门与 2 号门之
间一家商铺竖着两根灯杆，
两根杆子
之间拉着各式线缆，
两端缠绕如同盘
面。
商场多处天花板漏水，
地面积水，
有台阶上长满青苔，
湿滑难行。

舟宿夜江：
周边有大量违停车辆。大量共
享单车占据盲道，阻碍通行；通往
三江夜游游船码头的通道也被机动
车占据。多处地面可见烟头和垃
圾，江边有大量垃圾堆积。市民
说，这样的乱象几乎每天可见。

天一广场：
部分区域地砖破损开裂。
广场
东面水池旁看台处，
几名市民正在
吸烟，
一名男士更是在吸完烟后直
接将烟蒂扔至地上。
商场一些楼道
角落和座椅附近有垃圾散落。

环球东方港城商业广场商业
街区人行道上摆满了垃圾桶。

奉化区
垃圾桶周边扔满垃圾。

海曙区

商场一些楼道角落和座椅附
近有垃圾散落。

镇海区

广场东侧外墙上多块广告布
破损严重，有损市容。

鄞州区
新江桥上有人乞讨。

滨江商业广场：
广场内大量绿化缺失，部分已
不见草皮。美宿酒店前的垃圾桶在
未满溢的情况下，周边被堆满垃
圾。广场 98 号到 102 号之间地面上
满是油污和垃圾。

将免费为您快递到家。感谢富
力集团宁波公司为本次活动提
供支持。
温馨提示：寄送地址仅限宁
波市，一个手机号和地址限领一
份，先到先得，以最终确认短信
为准。
（张 璐）

这些防疫问题，权威部门有说法
因疫情在家观察 14 天
单位能否算该员工事假
网友“lcysh”：因疫情被要求
在家观察 14 天不能上班算事假吗？
市人社局：根据我市人力社保
局 2020 年 3 月出台的 《疫情期间劳
动关系政策指南》，对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患者、疑似病人、密
切接触者因被采取隔离治疗、隔离
观察等隔离措施导致不能提供正常
劳动的，企业应当视同提供正常劳
动并支付职工正常工作时间工资。
隔离期结束后，对仍需停止工作进
行治疗的患者，企业按照职工患病
的医疗期有关规定支付其病假工
资。
鼓励企业与职工协商解决休息
休假等有关问题，优先适用企业与
职工已协商一致的带薪年休假、企
业自设福利假等各类假期，并按相
应假期支付工资。如果您在实际工
作生活中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可依法定程序，通过申请仲裁和监
察投诉举报等途径进行维权。

未成年人接种的疫苗
与成人的是否有区别
编 号 为 “127498” 的 网 友 ：
未成年人的疫苗有专门的包装和说
明书。请问与成人的疫苗有没有区

别？
市疾控中心：根据新冠病毒灭
活疫苗目前的使用说明书，灭活疫
苗适用于≥3 岁的新冠病毒易感者。

甬行码是否仍有用
哪里开无法接种疫苗证明
网友“静静月湖水”：现在有
许多人关心：一、“甬行码”是不
是仍有用？二、不会使用手机或无
手机的人员，在重要公共场所如何
接受疫苗登记信息的查验？三、有
接种禁忌证的人员去何处鉴定和开
具证明？四、15-17 岁的学生，是
否非接种不可？
市疾控中心：据我们了解，甬
行码没有作废；不会用手机的可以
随时携带疫苗接种凭证；在开具新
冠病毒疫苗禁忌接种/暂缓接种证
明时，受种者按照以下流程执行：
（1） 受种者首先去医疗机构，由临
床专科医生出具疾病诊断证明；
（2）
根据疾病诊断证明和受种者的情
况，接种门诊在知情同意书的预检
栏上勾选相应选项，写出相应的接
种建议（禁忌/暂缓），加盖接种门诊
公章。
（3）将加盖接种门诊公章的接
种建议一式两份，一份反馈给受种
者，一份和疾病诊断证明一起存档
备查；按照国家和浙江省部署要
求，12-17 岁适龄人群无接种禁忌
证的在知情同意下要求应接尽接。

市妇儿医院产妇
能否更换陪护
编 号 为 “127358” 的 网 友 ：
宁波市妇儿医院陪护只能留 2 个
人，本来就请了一个护工，家里
人就只能留一个。产妇从手术到
出院需要这么多天，中间家里人
换人都不可以，晚上本来小孩就
闹腾睡不好。请问能否更换陪
护？
市妇儿医院：近期国内多地新
冠疫情出现反弹，为有效控制和降
低疫情传播风险，保障患者的身体
健康，根据省市疫情防控办文件，
医院加强住院病房的管理，规定所
有病房实行严格的 24 小时出入管
控，住院期间谢绝外来人员探视，
非必需不陪护，确需陪护的应固定
陪护人员。希望您能谅解并配合，
谢谢！

中考体育游泳项目
是否按原计划进行
编号为“127389”的网友：请
问本年度游泳中考还按原计划进行
吗？
市教育局：在做好疫情防控的
基础上，中考体育游泳选测项目将
按原计划进行。
（海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