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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岚 通讯员王
超） 记者日前从市市场监管局获
悉，国家水表型式评价实验室（宁
波）正式获批。这是宁波市计量院继
建成国家水表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
心后，水表计量检测资格的再升格。

型式评价是水表新品推出的必
备环节，型式评价的技术性和时效
性直接影响水表新品推出效率。目
前，全省仅有浙江省计量科学研究
院从事我省及周边省份的水表型式
评价试验，年型式评价量 150 余批

次，工作量已远超负荷。
我市水表制造业年产量超 3000

万台，销售额达30亿元，约占全国销
售总额的 30%。受制于型式评价，我
市水表新产品上市速度已跟不上市
场需求。宁波市场监管部门于去年
11月通过市政府与浙江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展开协调，以国家水表产品
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宁波）为基础筹
建国家水表型式评价实验室（宁波）。
最终，全省第一个取得型式评价资格
的市级计量检定机构花落宁波。

“国家型式评价实验室建成后
可为宁波本地乃至全省水表产业提
供示值误差试验、耐久性试验等水
表型式评价大纲全项目实验数据，
预计每年分担 50 批次的水表型式
评价工作，占全省总量的 1/3，企
业提交型式评价申报后的等待时间
将从 12 个月缩短至 3 个月。”市市
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以后宁
波本地企业将减少异地送检新产
品，可有效缩短企业新产品研发周
期，加快企业市场反应速度，提升

水表企业新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另据了解，宁波市计量院筹建的

国家水表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宁
波），是全国两家国家水表质检中心
之一，每年平均检定各类水表 10 万
余台。着眼宁波市“246”万千亿级产
业集群导向，国家水表产品质量检验
检测中心（宁波）按照国际、国家标准
为本地智能水表提供计量性能、通信
性能、抗干扰性能等 24 个参数检测
服务，有效促进了水表产品从机械表
到智能表的迭代转型升级。

水表计量检测“升格”促产业发展

国家水表型式评价实验室落户宁波

我叫贾亚炜，2008 年，我撰
写 《甬城街巷》 一书时，把月湖的
街巷作为重点区域来描述，因为千
年月湖是宁波这座城市的文化明
珠，在湖畔古老街巷中坐落的书院
藏书楼、生长的文人墨客、流传的
民俗风情和逸闻趣事，共同构筑了
一个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

曾经每日上下班经过的马衙
街、中营巷和偃月街给我留下了许
多难忘的回忆。当年我拿着相机，
穿梭于月湖的小街小巷，采访拍
摄，为 《甬城街巷》 收集素材。

中营巷坐落于月湖西岸，它东
通偃月街，西达天一巷，北接三板
桥巷。原地名为中营校场，因清朝
在月湖西三板桥一带设中营守备
署、中营校场等，后命名为中营
巷，因巷内有天一阁又改名为天一

街。20 世纪 50 年代，外地游客问
起天一阁在哪里，市民都会说在中
营巷。因为中营巷上的明州碑林曾
是天一阁的正大门，而不是朝西的
现大门。

我喜欢中营巷喧闹的集市和市
民生活的场景。每天清晨中营巷人
声鼎沸，叫卖的、讨价还价的，鸡叫
狗吠、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小巷里
有纳凉的、看报的、聊天的、晾晒的、
收废品的。一位做衣服的裁缝，坐在
缝纫机前认真看报，纳凉的人群穿
着背心短裤聚集在宣传窗前。

我记得 2008 年春节前，宁波
下了一场大雪，一连下了好几天，
整个月湖银装素裹，一派北国风
光。大人们忙着扫雪、铲雪，小孩
则堆雪人、打雪仗。雪停后，阳光
出来时，小院空地上晒满了衣服、

被子和年货。
马衙街在夜市经济的催生下，

不知何时出现了夜市小吃，依托马
衙街和偃月街口的石浦饭店，吃客
盈门。每当夜色初上，红灯高悬，尤
其是夏日，坐在马眼漕边，清凉的湖
水泛起阵阵涟漪。清风徐来，喝一口
啤酒，就着鱼虾，好不惬意。

偃月街口有一面长满爬山虎的
山形墙，墙后是江家祠堂，墙下有一
家自行车修理摊，店主修车技术好，
价钱公道。每当自行车坏了，我就往
他的店里一扔，遛一圈月湖回来，自
行车就修好了，十分方便。

随着月湖拆迁的开始，这一切
成了美好的回忆⋯⋯

在我拍摄的月湖及周边照片
中，有张照片我记忆深刻——在大
书院巷，因为月湖拆迁，月湖书院变
成一片废墟，一名小姑娘独自趴在
废墟旁的水泥板前认真地看书，沉
浸在白雪公主的童话中。旧的月湖
已渐行渐远，但积淀千年的书卷气
早已渗透了这片古老的土地，如今，
一个崭新的散发着书香的文化月湖
已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作者系海曙区摄影家协会名
誉主席）

贾亚炜：充满书卷气的月湖街巷

中营巷纳凉的人群，看报、聊天，一派闲适景象。 （贾亚炜 摄）

本报讯（记者周琼 通讯员任
社） 日前，记者从市人力社保局获
悉，从上月 23 日起开始申报的稳
岗返还红包，已陆续“抵达”各企
业。首批 2 万余家参保单位收到总
额 5700 万元的稳岗返还红包。

市人力社保局有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我市的参保企业只要努力发
展，不裁员或少裁员，让职工有
稳定的就业岗位，就可以获得稳
岗 返 还 政 策 红 包 。 从 上 月 23 日
起，我市正式启动稳岗返还受理
工作。在这一工作过程中，人社
部门提前做好工作预案，积极与
税务、财政部门沟通，通过数据
比对、信息交换，优化流程，进
一步提高政策推送的精准度，目
前，已向初步符合条件的企业推送
政策短信 14 万余条，确保符合条
件的企业能及时享受到政府的“红
包”。截至上周，已有首批 2 万余

家参保单位收到补贴资金，总返还
金额 5700 万元。

记者了解到，我市的参保企业
在 2020 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不高
于 2020 年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控制目标 （6%），其中 2020 年末参
保 30 人 （含） 以下的企业裁员率
不高于参保职工总数 20%的，就可
以申请失业保险稳岗返还。与往年
相比，今年的可享受对象范围进一
步扩大，除企业单位外，以社会团
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律师
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单位形式
参保的个体经济组织等其他参保单
位也参照享受该政策。

2020 年度稳岗返还申报期截
至本月 31 日，还没有申请的参保
单位可以用法人账号登录“浙江政
务 服 务 网 ” 或 “ 浙 里 办 ”， 搜 索

“稳岗返还 （稳岗补贴） 申领”事
项进行申报。

今年首批稳岗返还红包到账了

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员
魏君驰） 昨日，我市在烟花爆竹违
规燃放专项整治行为中，开出了首
张治安拘留罚单。

据了解，自 11 月 12 日起，全
市公安机关组织开展为期 3 个月的
烟花爆竹违规燃放专项整治行动，
并且进一步科普 《宁波市经营燃放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明确了
违规燃放处罚措施：除了常规的批
评教育及罚款外，还会给予治安管
理处罚，相关行为将被曝光并纳入
信用档案。

昨天上午，鄞州公安公布：12
月 12 日，从事丧葬一条龙服务的
经营人顾某违反相关规定，被处以
治安拘留 10 日的处罚。这也是全
市公安机关组织开展烟花爆竹违规
燃放专项整治行动以来，开出的首
张治安拘留罚单。

据悉，因风俗需要，当事人顾
某提供的服务中包含燃放爆竹项
目，他因此购置囤积了一些烟花爆
竹。今年 11 月，顾某将一批烟花
爆竹堆放在自己租赁的一个集装箱
改造的简易仓库内。

12 月 5 日，中河派出所民警在
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排查时，发现了
这个无人看管的仓库。仓库里存放
了 54 箱烟花爆竹，同时还放置了
棉被等易燃物品。而与仓库一墙之
隔，就是一座寺庙的香烛存放点，
一旦操作不当引发火灾，后果不堪
设想。

鄞州公安分局治安大队相关负
责人表示，顾某的行为属于非法存
储、买卖危险物品，因而被治安拘
留。

专项整治行动开展以来，鄞州
区已发送各类烟花爆竹宣传短信
40 余 万 条 ， 印 发 宣 传 资 料 15 万
份，办理违规燃放案件 25 起，处
以罚款 26 人，治安拘留 1 人，签订
责任书 1300 余份。目前涉烟花爆
竹类警情数已同比下降 33.3%。

烟花爆竹违规燃放专项整治行动开启后

全市首张治安拘留罚单出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