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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问即办”专栏记者来到东
升社区，社区工作人员得知来意，
还有点意外，表示这是他们应该
做的分内事。

据了解，东升社区是个老社
区，目前居住的80岁以上老人有
50人。他们对其中的独居和有
特殊情况的老人特别关心，尤其
是年龄上了90岁的老人，就结对
帮扶。

除了经常看望老人，逢年过
节慰问，社区还和民政部门一起
帮助老人。从2019年开始，民政

部门每个月会送家政服务上门，
请专门的服务人员上门为老人打
扫卫生、剪指甲、理发等服务，社
区工作人员也一起参与。

“毛大爷年轻时当过兵，曾多
次立过二等功、三等功，还是一名
老党员，现在我们社区开党员会
议都邀请他，他也很热心，每次都
提前问什么时候开会。”东升社区
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感谢老人对
社区工作的认可，接下去会继续
做好服务。

记者 陈善君

2月22日，宁波市发改委公布
了新一期民生商品价格监测信
息。据监测，与上期（2 月 2 日～2
月 8 日）相比，本期（2 月 16 日～2
月22日，下同）列入民生商品价格
信息公布范围的超市49种商品价
格总水平下跌1.32%，菜市场98种
商品价格总水平上涨0.96%。

本期超市商品价格总水平下
跌1.32%。在49种监测品种中，
价格期环比上涨的有12种、持平
的有19种、下跌的有18种。从种
类来看，水果、牛奶、大米、方便面、
鱼 类 均 价 分 别 上 涨 13.65% 、
0.57%、0.23%、0.16%、0.05%；调
味品、奶粉类均价持平；蔬菜、蛋、
肉 、食 用 油 类 均 价 分 别 下 跌
8.24%、6.89%、0.53%、0.47%。从
具体品种来看，西瓜、香蕉、红富士

苹 果 均 价 分 别 上 涨 27.75% 、
7.16%、6.04%；包心菜、青菜、芹菜、
苦 瓜 、胡 萝 卜 均 价 分 别 下 跌
18.62%、18.04%、12.70%、11.11%、
9.65%。

本期菜市场商品价格总水平
上涨 0.96%。在 98 种监测品种
中，价格期环比上涨的有45种、持
平的有27种、下跌的有26种。从
种类来看，水产品、蔬菜、肉及制
品、蛋类均价分别上涨 1.63%、
1.31%、0.37%、0.10%；食用油、豆
制品类均价持平。从具体品种来
看，河蟹、四季豆、黄瓜、土豆、莴苣
均价分别上涨 14.68%、14.36%、
12.30%、10.81%、9.72%；丝瓜、青
菜、小葱均价分别下跌 13.06%、
11.07%、10.47%。

记者 谢斌 通讯员 李莉

本报讯（记者 周科娜）昨天
上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轨道
交通7号线福民公园站、轨道交通
8号线一期洪大路站的规划选址，
作批前公示。

按照公示内容，7号线福民公
园站位于鄞州区福民公园内。

该站点土建工程共计设置2
个出入口、2个过街出入口、2组风
亭和1组冷却塔，为地下二层岛式
站台车站，长约206米，总建筑面
积约为17585平方米，永久占地面
积约5100平方米。

8号线一期洪大路站，位于江
北区洪塘街道洪大南路上，北环西
路南侧、榭嘉路北侧。

该站点土建工程，共计设置3
个出入口、2组风亭和1组冷却塔，地
下三层结构，深度约23.3米，长约
150米，总建筑面积约为16629平方
米，永久占地面积约3308平方米。

7号线、8号线一期，均为宁波轨
道交通第三期建设规划中的线路。

其中，7号线为南北方向的市
区线，线路南起东钱湖地区，北至
俞范组团，承担了城市南北向交通
联系，是串联镇海主城、东钱湖、
246石化产业基地、三江口、东部
新城的重要通道之一，有利于增强
片区之间的相互联系。

8号线一期为西北-东南向的
市区线，线路东南起于下应，北至
江北大道，串联江北、海曙、鄞州南
部新城、云龙、东钱湖等区域，奠定
城市轨道交通骨干线网结构，补充
完善中心城区南北向快速客运走
廊，增强片区之间的联系。

2021年是宁波轨道交通第三
期建设规划的全面启动之年。据
了解，今年，除了要开通5号线一
期外，还将推进第三期建设各条线
路的先行节点开工。

九旬老父亲经常将社区的关心关爱挂嘴边

家属致电12345热线要求代为感谢
“每次回家，家中老父亲都表扬社区工作人员很好，一直在关

心照顾他，想表扬这些好心人……”最近，宁波市12345政务服务
热线中心接到了市民毛先生的来电，他在老家奉化的独居老父亲
今年91岁了，感谢社区和民政部门关心关爱。

2月22日，“首问即办”专栏记者进行了走访了解。

给12345热线中心打来电话
的毛先生说，“这些年来，社区很
关心我父亲，像自己亲人一样关
心关爱，所以非常感谢社区工作
人员！”

毛先生91岁的老父亲喜欢
住在老家，他每次从宁波市区回
奉化去看望父亲，父亲总是说起
东升社区工作人员经常来走访慰
问，总是把社区对他的关心关爱
挂在嘴边。

“不仅仅对我老父亲，社区工
作人员对社区里的老人都特别关
心，多年如一日。”毛先生说。

当天中午，记者来到了奉化

岳林街道东升社区。走进弄堂，
来到一户贴着崭新对联的家门
前，就到了毛大爷的家。

毛大爷正在吃中饭，记者跟
他说起社区工作人员的事，他握
住记者的手连连说：“社区工作人
员好啊，很关心我们，感谢他
们！……”老人除了听力不是很
好，身体其他方面还可以。他说，
社区工作人员逢年过节都会上门
慰问，今年春节前还上门贴春
联。去年重阳节，社区工作人员
还准备了蛋糕蜡烛，为他和另外
一名九旬老人一起办了场生日
会。

家属致电感谢社区关心九旬老父亲

民政部门每月送家政服务上门

轨道交通7号线、8号线
各一个站点规划选址公示

包心菜青菜跌幅较大

商品

鲜猪肉
猪肉

鲜牛肉
鲜牛肉
蛏子
花蛤
海带
紫菜
鸡蛋
鸭蛋

大白菜
韭菜
芹菜
黄瓜
南瓜

规格

肋排
精瘦肉
腱子肉
牛腩
鲜活
鲜活
浸泡
干燥

新鲜完整
新鲜完整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海曙中心
菜市场
39.00
29.50
52.50
44.00
20.00
7.40
7.00
73.00
7.00
8.80
2.40
6.50
8.40
4.50
3.50

东裕
菜市场
38.00
32.00
60.00
46.00
22.00
5.00
6.00
80.00
6.00
7.00
2.50
6.00
6.00
5.00
6.00

南苑
菜市场
38.00
30.00
54.00
47.00
18.00
9.00
5.00
50.00
5.50
7.00
2.50
7.00
7.00
10.00
4.00

华严
菜市场
38.00
32.00
55.00
50.00
20.00
6.50
5.00
50.00
6.00
8.00
3.00
7.00
8.00
6.50
6.00

白鹤
菜市场
36.00
33.00
60.00
45.00
22.00
6.00
7.00
50.00
6.50
10.00
3.00
6.50
8.00
7.00
4.00

孔浦
菜市场
40.00
30.00
58.00
48.00
22.00
6.00
4.00
60.00
6.00
7.50
2.50
6.00
6.00
7.00
5.00

甬港
菜市场
34.00
30.00
57.00
44.00
19.00
9.00
5.00
55.00
6.20
8.50
2.00
7.50
7.00
6.50
4.50

单
位
：
元/ 5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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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边城雨 通讯
员 卞雯歆）“目前，各城建土中
转处置码头都已全部复工，推进
了省、市重点工程的顺利施工复
工。”昨日下午，宁波市政公用投
资有限公司城建土分公司负责人
姚洁告诉记者。

记者当天在江北豪城码头看
到，码头上一辆又一辆清运车辆
驶进作业区，3条作业线忙个不
停。据介绍，该码头是2月21日
开始复工的，当天共接纳来自轨
道交通等重点工程的渣土400多

车，昨天接纳渣土近500车，与同
期基本持平。

姚洁告诉记者，从2018年开
始，我市豪城、甬乐、鑫宏、李花桥
码头组成了码头联合体，主要承
担着轨道交通及中心城区其他
省、市重点工程项目的建筑渣土
和泥浆海上中转处置工作。

“今年过年期间，各码头共计
有100多名外地职工留甬过年，为
年后复工复产奠定了基础。正月
初十开工当天，各码头累计海上处
置渣土共计29000多吨。”姚洁说。

各城建土中转码头全部复工

福民公园站选址范围示意图 洪大路站选址范围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