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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选民评民选民评
堵点治理堵点治理

本报讯（记者 周科娜 通讯
员 张彩娜 文/摄）记者昨天从市
住建局获悉，月湖景区南北片区贯
通工程在完成了地道装修和草皮
铺装之后，工程正式完工。

该工程位于海曙区月湖街道柳
汀街与镇明路交叉口以西，采用过街
地道形式下穿柳汀街，连通月湖公园
南、北景区的院士林和玉兰林。地道
全长约71米，其中主通道长约54
米，地道南、北侧各设置出入口。

工程新建人行地下通道1座，
采用矩形顶管法施工，顶管管节为
预制结构，尺寸为6.0米×3.3米

（内部净宽×净高）。
南北出入口布设在工作井内，

抬升高度约8.55米，均内设人行
楼梯及无障碍垂直电梯各1座；南
侧出入口设置配电间和管理用房
各1间，配套建设电气、给排水等
附属工程，并同步实施装饰装修工
程。出入口周边绿化景观结合月
湖景区改造提升工程同步进行复
绿，工程开放后市民来往南北片区
可以直接走地下通道，出行将更加
舒适安全。

目前工程还未投入使用，待相
关部门验收通过以后开放。

6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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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5
月 31 日，下同）相比，本期（6 月 1
日～6月7日，下同）列入民生商品
价格监测范围的超市49种商品价
格总水平下跌0.55%，菜市场98
种商品价格总水平上涨0.34%。

本期超市商品价格总水平略
有下跌。本期超市49种监测商品
价格较上期11涨 25平 13跌，平
均跌幅0.55%，与上期持平。从种
类来看，大米价格稳中有涨，食用
油、方便面、调味品、牛奶、鱼类和
水果价格稳中有跌，猪肉价格持续
下跌，鸡蛋价格基本平稳，蔬菜价
格涨多跌少。

本期菜市场商品价格总水平
略有上涨。本期菜市场98种监测
商品价格较上期 37 涨 30 平 31
跌，平均涨幅0.34%,较上期回落
0.04个百分点。从种类来看，食用
油、豆制品、调味品和蛋类价格基
本平稳，猪肉价格持续下跌，蔬菜
价格涨跌互现，水产价格以涨为
主。从具体品种来看，猪肉中精瘦
肉、五花肉和肋排零售均价分别下
跌3.32%、2.45%和2.43%；芹菜、
生姜和土豆零售均价分别下跌
5.14%、4.60%和 3.73%，毛笋、大

白菜和菠菜零售均价分别上涨
12.21%、7.61%和5.59%；小黄鱼、
带鱼零售均价分别上涨 8.33%、
5.51%。 记者 谢斌 通讯员 李莉

本报讯（记者 王思勤 通讯
员 汤林）昨天，记者从市治堵办
了解到，2021“民选民评”堵点乱点
治理投票今起正式启动，欢迎市民
积极参与投票和后续监督。

据介绍，前两年，民选民评堵
点乱点治理活动得到了市民的大
力支持，“一堵点一方案”的堵点
治理方式，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作为治堵工作的重点之一，今年

“民选民评”堵点乱点治理也将继
续开展。

在前期，各区县（市）治堵办通
过社区走访、问卷调查、政务公众号
公开征求意见、两会代表委员提案
议案、收集舆情信息、整理执法警情
等方式，同时结合大数据与专家认
证，梳理了我市15处堵点乱点。

从6月8日开始，市治堵办启

动2021“民选民评”堵点乱点治理
投票环节，请广大市民从15处堵
点乱点中选择6-8处进行投票。
对投票选定的堵点乱点，和往年
一样，市治堵办将会同相关部门
和各区县（市）治堵办，逐一研究
制定治理方案，进行整治提升，采
取综合性、个性化的治理措施，解
决造成拥堵和交通秩序混乱的问
题，创造更加便捷有序的道路交
通环境。

今年的这些堵点，有市民反映
多年的堵点痛点，由于前几年条件
不成熟，未能开展；有片区综合整
治的堵点，结合停车、交通组织管
理等多种方式开展综合整治；也
有为非机动车与行人营造安全畅
通通行条件的，还有缓解高速路
口拥堵的。

参与方式：市民可关注“宁波
交通运输”微信公众号，进入公众
号投票。如果你有其他建议意见，
也可以在其他一栏中提出。

投票时间：
6月8日-6月11日

本报讯（记者 曾梅）记者从
市不动产登记部门获悉，自昨天
起，个人在宁波全市各行政服务中
心办理住房转移登记业务时，无需
再提交家庭住房套数纸质证明！

同时，以后在子女入学、户口
迁移、申请房贷、申请人才购房补
贴等各种办事过程中，也都不再需
要个人提供家庭住房情况纸质证
明，而是全部由办理部门自行调取
——这里的部门，不只包括政府部
门，也包括所有的银行。

具体公告如下：
1. 个人在全市各行政服务中

心办理住房转移登记业务，不再
需要提交家庭住房套数纸质证明
材料（原先主要在缴纳契税时要
用到）。

2. 用于申请人才购房补贴、

户口迁移、子女入学等用途的住
房信息查询结果，由办理部门自
行获取。

3. 申请房贷所需的家庭住房
登记结果信息，由各金融部门自行
查询。

其他事宜，企业或市民需要调
取这项证明的，可通过“浙江政务
服务网”“浙里办APP”“宁波办
事”综合自助服务终端、不动产登
记部门的自助查询机等渠道，进行
查询及打印。

需要提醒的是，目前线上渠道
只能查询个人及未成年子女的房
屋套数，只有线下渠道才能查询家
庭房屋套数。

另外需要注意，非行政服务中
心受理的个人住房转移登记业务，
在6月7日到7月15日过渡期间，
按原办理模式操作。

办理住房转移登记业务
无需再提交家庭住房套数纸质证明

哪些堵点乱点
您希望今年得到治理？
2021“民选民评”堵点乱点治理投票启动

备选的15个堵点乱点：
海曙区：联丰路聚才路交叉口

机场快速路南延联丰村路口

青林湾大桥南引桥

江北区：金山路北环西路口

骆观线申明亭路路口

鄞州区：印象城周边

兴宁路中兴路口

兴宁路彩虹路路口

镇海区：蛟川双语小学周边

北仑区：新大路泰山路口

奉化区：长汀路金钟路路口

慈溪市：北三环海关北路路口

余姚市：浒溪线高速北岗路口

宁海县：南门大桥改建工程

象山县：丹峰东路东谷路交叉口（象山人民医院北首路段）

月湖景区南北片区
贯通工程正式完工
待验收通过后开放

蔬菜价格涨跌互现

月湖景区南北片区贯通工程人行地下通道月湖景区南北片区贯通工程人行地下通道

单位：元/500克

商品

鲜猪肉

猪肉

牛肉

鲜牛肉

鸡肉

带鱼

小黄鱼

黄鱼

蛏子

海虾

河虾

花蛤

鸡蛋

鸭蛋

豆腐

菠菜

小白菜

大白菜

海曙中
心菜市
场

22.10

22.40

42.00

55.00

12.70

30.50

17.00

24.00

26.80

59.00

63.30

9.00

5.80

8.00

2.00

5.20

3.00

1.70

东裕菜
市场

25.00

25.00

50.00

58.00

13.00

25.00

25.00

25.00

18.00

35.00

60.00

7.00

5.00

7.00

2.50

8.00

3.00

2.00

南苑
菜市
场

23.00

20.00

56.00

56.00

15.00

40.00

30.00

-

23.00

62.00

45.00

7.00

9.00

9.00

3.00

5.00

5.00

2.00

甬港
菜市
场

23.00

22.00

48.00

49.00

15.00

25.00

-

30.00

19.00

38.00

50.00

7.00

5.50

9.00

2.50

7.00

5.00

2.00

海曙
联丰
菜市
场

22.00

24.00

50.00

60.00

15.00

15.00

25.00

25.00

20.00

35.00

55.00

6.00

5.00

8.00

2.00

6.00

5.00

2.00

宁波市区民生商品价格监测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