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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史娓超 通讯
员 姚珏 张世东） 市商务委联合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政府近日召开
了安龙小黄牛产品推介会，我市与
安龙正式达成产销合作。目前，两
批安龙小黄牛已横跨数千公里运
抵宁波，各大菜市场、商超、餐饮门
店和酒店民宿即将开卖。

贵州的安龙牛肉有啥特别？
据介绍，生长在海拔1000多米云
贵高原的“安龙黄牛”，肉质鲜嫩、
口感好。两位宁波挂职干部看到
了当地小黄牛产业发展的潜力，希
望帮助更多安龙的养殖户脱贫致
富。

宁波成仁食品有限公司作为

本次两地产销合作的市场销售主
体，将全面依托公司自身在线上线
下多元化运作的销售优势，通过凰
牛商城网上销售平台、进驻宁波大
型农贸市场等多种渠道，推介销售
安龙小黄牛，全方位打造“凰牛”品
牌。同时，以安龙小黄牛为突破
口，将食用菌、精品水果等更多的
安龙农副产品带到宁波市场销售，
积极助推“黔货出山”。

除了线下市场，宁波的消费者
还能在“凰牛”网络商城买到正宗
的安龙小黄牛，享受顺丰速递的24
小时冷链配送服务。与此同时，食
用菌、精品水果等来自安龙的其他
农副产品也会陆续上线。

本报讯（记者 鲁威） 本月初，
江北区市场监管局联合渔政部门对
城区以销售海鲜为主的餐饮店和夜
宵店开展突击夜查行动，并查扣违禁
渔获物50余公斤。自5月1日宁波进
入全面休渔期以来，我市多部门合作
多次开展“一打三整治”行动。据统计，
海陆共查获非法渔获物2.04万公斤。

来自市“一打三整治”协调办公

室的最新数据显示：海上，渔政部门
查扣涉渔“三无”船舶71艘，查处案
件119件，移送司法机关25件，移送
人数105人；陆上，市场监管部门查
处相关案件415起，其中行政处罚
案件14起，罚没款6.85万元。

今年，我市各地的检查重点除了
相关海域、码头，还有水产批发市场、
农贸市场和各餐饮单位、大排档等；

有大规模明查，也有小支队暗访；有
专项督查，也有针对举报的定向查
处。5月以来，市渔政部门、市场监管
部门等多次对宁波各地农贸市场及
餐饮场所进行集中执法专项行动。

“今年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海
陆同步联合执法，对偷捕、偷卖等破坏
渔业资源行为‘零容忍’，依法从严从
重从快处罚。与往年相比，无论渔民

还是市场、餐饮经营者，意识明显提
高，捕捞销售违禁渔获物现象明显减
少。”市“一打三整治”协调办工作人员
表示，“接下来，各地除了广泛开展系
列行动，还将加强舆论宣传，形成合
力，引导渔民树立科学捕捞意识，在全
社会倡导‘人人不食幼鱼’的消费理
念，监督谴责无序无度利用海洋资源
的行为，共同保护好海洋生态环境。”

海陆联动阻断违禁渔获物交易
休渔以来我市共查获2万公斤非法渔获物

本报讯（首席记者 孙美星 通
讯员 陆克巍） 昨天，国家统计局
宁波调查队公布了6月宁波CPI数
据。6月宁波市区居民消费价格总
水平（CPI）同比上涨1.9%，与上月
相比上涨0.4个百分点。

6月宁波市区CPI中，食品价
格同比上涨1.0%，非食品价格同
比上涨 2.1%；消费品价格同比上
涨 2.0% ，服 务 价 格 同 比 上 涨
1.9%。

6月，宁波市区CPI环比上涨
0.5%。其中，食品价格下降0.6%，
非食品价格上涨0.7%；消费品价
格上涨0.3%，服务价格上涨0.7%。

从各类商品及服务价格同比变
动情况看，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上涨
1.2%。其中，鸡蛋、鲜菜、奶类、虾
蟹类价格分别上涨15.5%、14.0%、
6.1%和 4.1%；海水鱼、猪肉、淡水
鱼、鲜瓜果价格分别下降10.7%、
10.5%、8.6%和7.5%。

眼下正值休渔期，宁波市民钟
爱的水产品品种比较少，且以冻品

居多，因此海水鱼类价格整体走
低。夏季是肉类消费淡季，今年以
来一直低迷的猪肉价格也维持低
位徘徊的行情。

6月，宁波市区居民消费价格
总水平中的其他七大类价格，同
比“六升一降”。医疗保健、居住、
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信、教
育文化和娱乐、衣着价格分别上涨
6.3%、2.4%、1.9%、1.8%、1.6%和
0.9%；其他用品和服务价格下降
0.6%。

从各类商品及服务价格环比
变动情况看，6月，食品烟酒价格环
比下降0.2%。其中，虾蟹类、鲜瓜
果价格分别下降6.6%和 6.4%；鲜
菜价格上涨3.6%。

其他七大类价格环比“六升一
平”。医疗保健、生活用品及服
务、交通和通信、居住、教育文化
和娱乐、其他用品和服务价格分
别上涨 4.7%、0.8%、0.4%、0.2%、
0.2%和 0.1%；衣着价格与上月持
平。

本报讯（首席记者 孙美
星） 去机场停车，收费标准可
能有所变化了。昨天，市发改委
在官网上就宁波栎社国际机场
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调整
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机动车免
费停放时间拟从之前的半小时
调整到20分钟，且一辆车每两
小时内只能享受一次免费时间。

据了解，宁波栎社国际机场
现行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
准是，不论小型车还是大型车都
是停车半小时内免费，停车半小
时到2小时内，小型车每车次10
元，大型车每车次15元。如果
停放2小时后，小型车加收4元
一小时，大型车加收 8元一小
时。小型车停放一天（24小时）
的收费不超过60元，大型车停
放一天不超过100元。

记者在市发改委官网上看
到，公开征求《关于宁波栎社国
际机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
准的复函》意见建议的公告中显
示，航站楼地面客运停车场（含
地下客运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服
务收费标准拟调整为：20分钟
（含）内免费，且同一辆车每2小
时内只能享受一次免费时间。
超过20分钟至2小时（含）内小

型车每车次10元，大型车每车
次15元；超过2小时小型车每
小时加收6元，大型车每小时加
收10元。小型车每天（24 小时
内）收费不超过80元，大型车每
天（24 小时内）收费不超过120
元。超过24小时的，小型车每
天按不超过80元计费，大型车
每天按不超过120元计费。

此外，新建的东部综合楼停
车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
拟定为：免费时段为30分钟，超
过30分钟至2小时（含）内小型
车每车次为8元，大型车每车次
12元；超过2小时小型车每小时
加收4元，大型车每小时加收8
元；小型车每天（24小时内）收费
不超过60元，大型车每天（24小
时内）收费不超过100元。

宁波机场与物流发展有限
公司在有关调整机动车收费标
准的申请中表示，此次停车场收
费调整的目的，是为引导旅客车
辆有序停放，疏导停车紧张的航
站楼停车场车流。

市民如果有相关意见建议，
可以于2018年7月17日前反馈
至宁波市物价局收费管理处，电
话:89183945，传真：89186861，
电子邮箱：418532051@qq.com。

6月份市区CPI同比上涨1.9%

安龙小黄牛即将摆上市民餐桌

栎社机场停车收费拟调整
免费停放时间拟从之前的半小时
调整到20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