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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边城雨 通讯
员 应健）“开车十分钟，停车半
小时。”在宁波中心城区的特定时
段，停车难是令不少驾驶者头疼
的问题。宁波市级智慧停车平台
甬城泊车APP去年正式上线，截
至目前，平台用户数已达137万
余个，基本实现了道路停车收费
泊位和部分公共停车场一个APP
全城通停通付的目标。车主仅需
绑定一次车牌，便可了解目的地
实时停车余位，并在离场后通过
手机缴费。宁波市综合行政执法
局正利用互联网技术打造数字化
智慧化停车体系，缓解停车难。

4月1日，2021年宁波市停车
管理重点工作推进会召开。记者
从会上获悉，2021年，宁波市综合

行政执法局将深入推动停车智能
化应用，全面提升停车的便利化
水平。据介绍，今年将加快推进

“甬城泊车”便民应用场景。各地
不断拓宽“甬城泊车”接入覆盖
面，确保已建成道路收费泊位接
入“甬城泊车”为100%，同时加快
完成公共停车场的接入应用，全
力推进社会停车场接入应用，进
一步发挥好智慧停车建设应用的
示范、突破及带动作用。

今年还将对平台系统优化完
善。宁波市市政设施中心停车场
管理科科长钟骏和表示：“我们在
深入开展平台功能需求分析的基
础上，优化平台功能应用面，通过
开发诱导语音播报、停车周边相
关服务诱导等功能，丰富平台应

用服务场景。另外，为市民提供
更多停车缴费方式，满足市民不
同支付需求，推动智慧停车更好
服务民生。”

据了解，城管市政部门将通
过深入挖掘停车泊位资源，进一
步扩容停车空间。各地在探索应
用停车新模式新技术方面下功
夫，合理挖掘停车空间，优化停车
供给结构。一方面，试点推动机
关事业单位内部停车场向社会错
时开放，缓解老旧小区停车难的
结构性供需矛盾；另一方面，进一
步挖掘学校、医院、菜场等场所周
边停车泊位资源，研究分析应用
潮汐车位、特殊环境限时停车位
等停车新模式的可行性，满足车
辆停放需求。

本报讯（记者 周晖 通讯员
贝佳妮）“便宜卖喽！”清明假
期，凌晨6点钟，位于海曙洞桥的
宁波果品批发市场，经营户张师
傅守着一大堆装盆的本地新鲜草
莓，等着顾客上门。近期随着气
温上升，本地草莓上市量大增，加

上草莓不易保存，销售价格直线
下跌，目前每斤批发价只有3元—
7元，与去年11月份刚上市时每
斤40元形成天壤之别。

“现在应该是吃草莓最便宜
的时节。”宁波果品批发市场相关
负责人介绍说，来自江苏的外地

草莓目前基本落市，市场在售的
草莓绝大多数为宁波本地草莓。
由于气温升得很快，草莓的生长
成熟期由冬季的40多天缩短到
如今的 20多天，上市量明显增
加，但甜度相对较低。“温度越高，
草莓成熟得越快，但也容易坏，因
此经营户都是跟时间在赛跑，出
手卖得快一点，价钱也便宜了。”
这位负责人说，不过在零售环节，
由于损耗率较高，价格会翻番，到
了晚间，草莓处理价也跌得很低，
每斤只要七八元。

记者在甬城一些菜市场、水
果店逛了一圈发现，大小不等的
草莓价格也不同，小果草莓8元一
斤，中果草莓15元—18元一斤，
大果草莓20元—25元一斤。鼓
楼一家水果店的老板说，草莓是
越冷越甜，现在的草莓口感自然
比冬季要差一些。但现在价格便
宜，买草莓的市民还是不少的。
毕竟再过一个月，草莓就要落市
了，下次吃草莓要等大半年。

本报讯（记者 石承承）昨日
是二十四节气中的清明。“清明时
节雨纷纷”的魔咒被打破，昨日午
后迎来了“淡索索”的阳光。

受冷空气影响，连续的阴雨
天气总算告一段落。阳光虽然

“淡索索”，但也在努力挣扎着穿
破云层；风还是有些大，平原地区
的风力达到5-6级，沿海地区和
高海拔山区一度出现7-8级的
大风，慈溪、镇海、北仑、象山等
地，继续发布大风黄色预警。

一眨眼，清明假期已经“余额
不足”，今日我市天气继续转好，
晴到多云，大家不妨抓住假期的

“尾巴”，无论是出去走走，还是晾
晒衣物，都是不错的选择。

美中不足的是，受冷空气影
响，今日我市的最低气温仅6℃
左右，是近段时间最低的，大家出
门时记得根据自己的体质适当添
衣。

眼下已是芳菲四月，天气也
渐渐趋于平稳——

市气象台在4月4日发布的
10天预报中提到，除了4月7日、
4月10日到4月12日多阵雨天
气外，其他日子都将是以多云到
阴的天气为主；气温同样“性情平
和”，除了4月5日外，其他日子
的最低气温将维持在 10℃-
14℃；最高气温则将稳定在
15℃-19℃。

所以，接下来将会是“像模像
样”的春天了。

甬城泊车APP用户数已达137万余个

今年将试点单位停车场向社会错时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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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今晨的“凉凉”

天气和气温
都将“稳稳”

上市量明显增加，但甜度相对较低

吃草莓最便宜的时节到了

果品批发市场的草莓果品批发市场的草莓。。

宁波四大招数破解小微企业“首贷难”
本报讯（记者 毛雷君 通讯

员 宣文）近日，记者从市市场监
管局获悉，2020年，我市新增小微
首 贷 户 1.47 万 余 户 ，占 全 省
16.75%；普惠小微有贷款余额户
数26.11万户，较去年初增加3.16
万户；今年前2个月，全市新增小
微首贷户 2573 户，授信金额达
65.06亿元。

2020年以来，宁波市小微办
联合人行宁波市中心支行积极探
索破解小微企业“首贷难”的“宁
波解法”，打造专属方案、专属机

构、专属产品、专属保障，推动降
低“首贷”融资门槛和融资成本，
有效提升“首贷”成功率和融资获
得感。

2020年3月，宁波采取政府、
银行、担保机构三方联动模式，推
出“微担通”业务，安排100亿元
专项额度，定向支持小微企业等
市场主体复工复产，免收担保费
用。截至目前，已累计为8243户
小微企业发放担保贷款102.3亿
元，减免担保费用1.4亿元，其中
一半以上为首贷户。

为精准对接“首贷”服务，宁
波不少金融机构也纷纷推出小微
专属融资产品。2020年10月，宁
波出台方案正式启动首贷户拓展
专项行动，力争2020年至 2022
年，全市新增普惠小微首贷户4万
户，新增小微企业首贷户 2.5 万
户；小微企业新增首贷户数占全
部小微企业贷款户数比重不低于
15%；累计新增个体工商户首贷
户占个体工商户无贷户比例不低
于10%，新增个体工商户经营性
贷款400亿元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