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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张璐 仇龙
杰） 在中国宁波网民生 e 点通群
众留言板上，有一群特殊的网
友，他们热爱并专门聚焦我市的
公共交通。为听取他们对我市公
交服务及文明建设的意见与建
议，上周五上午，经民生 e 点通
组织，近 20 位“公交迷”代表
与宁波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进行
了面对面的交流，并前往宁波公
交集团第二分公司，参观了公交
服务稽查大队、第二分公司维修
车间及纯电动公交车充电设施，

与宁波公交劳模进行了互动。
活动中，“公交迷”乘车体验

了自动化洗车设备，并详细了解了
纯电动公交车的充电、涉水等性
能。在公交服务稽查大队，大家还
通过液晶监控大屏，观看了每台公
交车辆的实时运行情况。

面对面的交流加深了大家对眼
下公交行业的了解。陈先生曾在公
交岗位上工作了 20 余年，参观后
他连连称赞：“现在的公交，真是
和当年完全不一样，现代化三字名
不虚传！”

沈女士当天带着即将上二年级
的孩子来参加活动。她告诉记者，
孩子从小就喜欢公交车和公交司
机。在活动现场，这位可爱的小朋
友兴奋不已。在见到宁波公交劳模
陈霞娜时，他更是瞬间成为一个

“小迷弟”。
当天的交流中，“公交迷”还

极其认真地用 PPT 展示了自己的
建议，内容涉及线路优化、配车
调整、站牌问题、新车采购，以
及公交站台能否设置自动口罩贩
卖机等。

民生e点通组织“公交迷”看公交

鄞州区

钟公庙街道金色水岸社区：

金色水岸二期内没有专门的垃
圾房，大量垃圾桶堆积在南边停车
位；楼顶种菜现象普遍。三期北侧机
动车无序停放现象突出，有三辆车
还停在了人行台阶上；10 单元楼大
量垃圾堆积在附近绿化带中。

东柳街道东海花园社区：

东海花园内路边垃圾箱满溢且
未进行垃圾分类；非机动车停放秩序
混乱；多处宣传栏或宣传海报倒地并
损坏；水池里漂浮大量落叶无人清
理；地砖、花坛等多处设施破损。

钟公庙街道都市森林社区：

都市森林二期靠近宁南北路的
围墙外有一名男子正在就地小便。
一期外围有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消
防通道外；一些绿化带受损泥土裸
露，上面还堆放了建筑垃圾。

百丈街道划船社区：

荷花二村内私家车停车秩序混
乱，很多车直接停放在道路两侧及
人行道上，导致行人、车辆通行不
便；28 号楼旁边的消防通道被私家
车和电动自行车完全堵死。彩虹南
路 119 弄 4 号居民楼内墙上电线乱
拉，存在安全隐患。

白鹤街道丹顶鹤社区：

小区大门车辆出入口闸机损
坏；车辆胡乱停放处处可见，不少地
方通行困难；社区便民服务中心附
近，消防通道被违停车辆封堵。

下应街道海创社区：

海创家园一期儿童游乐场区域
垃圾散落。四期 51 幢 2004 室被群
租，其中一间既有床又有灶台与油
烟机。五期消防通道被堵；40 幢 15
层连廊上面放着盆栽，有高空坠物
风险。

首南街道日丽社区：

荣安府内东门附近大量私家车
乱停；有业主不牵狗绳随意遛狗；连廊
漏水现象普遍；儿童游乐区的台阶破
损；16单元楼大门玻璃严重碎裂。

东胜街道戎家社区：

憞叙里沿街店铺门口非机动车
无序停放；一旁有隔离柱和三角锥
倒伏；小区围墙边绿化未修剪，已覆
盖人行道及盲道。

天官和庭大门上有人晾晒衣
物，小区外沿街店铺有商家在人行
道上占道摆摊卖货。

明楼街道和丰社区：

东岸名邸南侧柴家漕巷沿街店
铺门前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混乱，有
店家跨门经营，甚至有商家在门前
晾晒被褥，并直接从室内拉线为电
动自行车充电。

海曙区

望春街道水岸心境社区：

水岸心境内个别垃圾桶未进行
垃圾分类；宠物便民箱成了垃圾箱。小
区南侧青林湾街人行道上，有人晾晒
衣物，并随意在地上丢弃垃圾；盲道被
不少共享单车、电动自行车占据。

望春街道清风社区：

青林湾西区周边人行道、消防
通道门前、露天停车场上均晾晒了
衣物、被褥。小区内部道路及丽园北
路沿街店铺门前，有的放着煤气瓶，
有的晾晒着海鲜；一旁绿化带中泡
沫箱、扫把、簸箕等杂物时常可见。

江北区

文教街道北岸琴森社区：

北岸琴森多幢 1 楼住户圈占绿
地变私家院子。其中，30 幢 1 单元 1
楼业主将绿化全部硬化并铺上了地
砖。儿童游乐设施破损严重，有的木
结构上已长出青苔并发霉。商业街
内有较多商家把杂物堆放在道路
上，有些甚至圈占公共区域。

外滩街道湖西社区：

湖景花园北侧清江路沿街商铺
前、路中小公园内有垃圾散落。清江
路乱停车现象普遍，有些车直接停
在斑马线上。

北仑区

新碶街道凌霄社区：

世茂世界湾花园北区裙楼楼
道、过道里堆满货物、家具和垃圾。
小区东侧渭河路人行道、非机动车
道上多辆汽车违停。

大碶街道学苑社区：

学苑东路及庐山东路多家沿街
店铺在门口人行道上销售商品。学苑
东路有 2辆装着水果、蔬菜及其他农
副产品的三轮车停在机动车道上进
行销售，另有 2辆三轮车甚至装着杂
物、煤气瓶停在公共车位和道路上。

新碶街道玉兰社区：

塘湾人家二期南侧多家店铺在
岷山路人行道上摆放货物、杂物和
废品，影响市民通行。

四季桂花园-怡桂苑东侧白杨
路多处绿化被毁，其中一段被堆放
了大量建筑垃圾。小区垃圾定时收
运归集点被设置在黄河路的人行道
上，几十个垃圾桶占用人行道，导致
行人绕道才能通过。

新碶街道海棠社区：

华艳新村4幢居民楼下的线缆老
旧、凌乱；非机动车棚门口堆放着垃
圾；垃圾临时堆放点敞开，一片狼藉。

镇海区

招宝山街道后大街社区：

天宝小区和三角地小区的居民
楼普遍存在私拉电线的情况，有的接
线插头上方还有空调正滴着水，存在
安全隐患。三角地路上一“搭把手”回
收箱满溢。后大街周边商户杂物外
堆，其中昇鲜大卖场外地面一片狼
藉。西长营弄交通秩序混乱，机动车
随意停放，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上行
驶甚至逆向行驶。多处人行道与盲道
因商家堆物及非机动车乱停导致行
人通行受阻。

庄市街道同心湖社区：

合生国际城居民楼多个门厅停
放非机动车。垃圾撤桶点位上有居
民乱扔垃圾。159 幢东侧非机动车
地下室出入口大面积积水，并且水
流还在源源不断从墙壁一侧冒出。
小区西侧官仓路公共停车场内机动
车不按线停放，过道被车辆占据，导
致会车困难。官仓路沿街店铺有商
家在人行道上堆物。小区北侧逸夫
路人行道一侧绿化带内垃圾散落，
一垃圾桶满溢，且地面有垃圾。

骆驼街道静远社区：

华丰星城 39 号楼南侧绿化带
内堆放着大量建筑垃圾。有居民不
定时定点投放，将垃圾直接扔在路
边。4 号地下车库出入口停放了一
辆车，与上方“地下车库出入口严禁
停放车辆”警示语格格不入。小区南
侧静远西路人行道及非机动车道上
违停现象十分普遍，路口隔离石墩
形同虚设。

招宝山街道总浦桥社区：

鼓西小区人员疏散通道内有机
动车停放和杂物堆放。小区内车辆停
放秩序混乱，车辆随意停放，直接将路
堵死。有人用花盆、隔离桩等物品抢占
车位。鼓西小区东侧大教厂路人行道
被非机动车阻塞。附近龚家弄、胜利
路、西街等道路上机动车违停严重。

奉化区

岳林街道金钟社区：

金钟小区大门中央空地边堆放
着垃圾。消防通道被三轮车、自行车
和私家车堵塞。小区绿化带中杂草
丛生，似乎已很久未曾清理。

余姚市

阳明街道新城市社区：

新城市花园内垃圾随处可见。
桌椅、床板等老旧物件堆放在住宅
楼过道附近。小区主干道旁的人行
道上停放着挖掘机，行人无法通行。
紧挨着小区的新城市小学内靠着围
栏堆放着大量建筑垃圾，无人清理。

长新新村内绿化带、墙角、居民
楼下均有垃圾堆放，无人清理。沿路
设置的宠物便民服务点变成了垃圾
箱。有人从室内私拉电线给楼下电
动自行车充电。一层车库住人和开
店，有人将衣物、短裤直接悬挂在
外，非常不雅。

梨洲街道学弄社区：

学弄小区一居民楼墙体电线凌
乱，多条线路被拖到了地上。小区内
有人放养活禽，地面一片狼藉。一些
通道和公共区域有堆物现象。一楼车
库存在开店经营的情况。小区东侧巍
星路人行道上机动车违停严重。

慈溪市

宗汉街道桃园江社区：

康鑫梵石花园北侧新界路和新界
东路路边、店铺前地面垃圾随处可见，
车辆停放秩序混乱，有的车还直接停
放在绿化带中及店铺门前通道内。有
的店铺将门前公共区域圈占搭棚销售
商品。小区一处围墙边堆放着大量垃
圾，已有一人高。

浒山街道虞波社区：

虞波花园、虞波北园等小区周边道
路违停现象普遍，有车辆不按规定区域
停放，还有车开上人行道并占据盲道。
慈吉幼儿园外一大段墙体施工没有任
何遮挡，建筑垃圾就地堆放。

浒山街道古塘社区：

古塘华苑附近道路有不少私家车
在人行道上违停，路面垃圾散落。

宁海县

跃龙街道银河社区：

天景园北侧银河路人行道违停普
遍；有的窨井盖周围地砖破损。

紫金花园西侧新桥路一墙角处丢
弃着宣传广告。紫金花园南侧斗门路有
商家在人行道上堆放杂物并占道经营，
部分路段人行道地砖破损，无人修复。

跃龙街道园丁社区：

园丁新村南侧坦坑路路边的其他
垃圾桶满溢，附近地面肮脏，道路两侧
人行道上有不少车辆违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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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市民巡访团特别行动第四季——

“十佳品质社区” 你能否美丽依然
高品质的社区生活，是每一位居民的美好愿望。
2016年起，宁波市文明办、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市精神文明建设研究会共同举办了三届

“十佳品质社区”评选活动，全市共有30个社区荣膺“品质社区”的光荣称号。
几年过去了，这些曾以组织领导强、民生服务好、环境秩序优、文化活动多、道德风尚

高、邻里一家亲的高品质，在全市社区中脱颖而出的这些“品质社区”，是否依然坚持着自
己的文明样板效应？

上周，宁波市文明创建市民巡访团在市文明办的指导下，开展第四季特别行动，对这些
“品质社区”的环境品质进行了一次专题巡访。

以文明样板的高要求，这次巡访结果不容乐观。文明贵在坚持，期盼“品质社区”能坚
持自己曾经的美丽，继续成为宁波创建文明典范城市的亮丽窗口！

（易 民）

坦坑路人行道上有车辆违停。

小区二期楼顶种菜现象普遍。

东海花园内有垃圾箱满溢且
未进行垃圾分类。

有电动自行车直接停在都市
森林一期消防通道外。

荷花二村 28 号楼旁边的消防
通道被堵死。

小区内乱停车现象普遍。

海创家园五期消防通道被堵。

荣安府内有人遛狗不牵狗绳。

天官和庭外沿街店铺有商家
在人行道上占道摆摊卖货。

柴家漕巷沿街店铺前非机动
车停放秩序混乱。

青林湾街人行道有人晾晒衣物。

沿街店铺门前，有的放着煤气
瓶，有的晾晒着海鲜。

北岸琴森 30幢 1单元 1楼业主
将绿化全部硬化并铺上地砖。

清江路乱停车现象普遍，有些
车直接停在斑马线上。

世茂世界湾花园北区裙楼楼
道里堆放的货物。

摊贩在学苑东路三轮车旁售卖
农副产品。

华艳新村垃圾临时堆放点敞
开，一片狼藉。

白杨路一处绿化带被堆放了
大量建筑垃圾。

昇鲜大卖场外地面一片狼藉。

逸夫路一垃圾桶满溢。

华丰星城有居民不定时定点投
放，将垃圾直接扔在路边。

鼓西小区有人用花盆、隔离桩
等物品抢占车位。

金钟小区绿化带中杂草丛生。

新城市花园内垃圾随处可见。

学弄小区内有人放养活禽，地
面一片狼藉。

康鑫梵石花园一处围墙边堆放大
量垃圾，已有一人高。

慈吉幼儿园外一大段墙体施工没
有任何遮挡，建筑垃圾就地堆放。

环城北路与天九街交叉口有两
辆私家车在人行道上违停。

斗门路有商家在人行道上占道经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