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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跑一次”让群众少跑腿

江北实施省内户口一站式迁移
本刊讯 （记者 谢斌 通讯员 林
俊）“没想到现在迁户口这么方便，
新政策来得真及时，我的孩子可以
如期报名读书啦！感谢你们！”日
前，吕先生从户籍民警的手中，接
过了崭新的户口簿，这对吕先生一
家来说，是最及时的一份新年礼物！
不久前浙江省内的户口迁移可
在迁入地一站式办理，而吕先生正
是我区第一位“尝鲜”省内户口一

站式服务的群众。原先要经过“申
请→调查→审批→签发准迁证→持
准迁证到原籍地迁出，换发迁移证
→持迁移证到迁入地申报户口登
记”这样一系列流程的户口迁移，
如今却这么便捷高效。
记者了解到，吕先生的老家在
新昌县，为了让孩子能够享受到优
质的教育，他在江北区购买了一套
房子，可是等办完相关手续入住新

房后，却发现孩子上学报名时间即
将截止，这时他才火急火燎地赶到
派出所咨询户口迁移的相关事项。
原本吕先生准备提交申请后，只要
审批通过，便即刻回老家办理迁出
手续，以免错过孩子读书报名的时
间。没想到他等来的不仅是准予迁
入的通知，而且还被告知不需要再
跑回老家办手续了，迁入地公安机
关可直接给予办理，这让吕先生高
兴不已。
据悉，为落实“最多跑一次”
改革精神，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
跑腿，目前，江北区所有户籍窗口

已全面实施省内户口迁移一站式办
理。凡户籍在浙江省内的居民，只
要携带相关材料，前往迁入地公安
机关申请户口迁移登记手续，待审
批通过后，即可直接办理迁入手续。
相对于以前迁入地登记审批分
发准迁证→迁出地户口迁出分发迁
移证→迁入地户口迁入分发户口
簿，现如今只需迁入地登记，审批
通过后可直接迁入并发放户口簿。
相关负责人表示，该项便民服务举
措的推出，可减少群众来回跑，大
大节省群众的办事时间、路程等成
本。

区市场监管局为消费者挽回损失数百万
本刊讯 （记者 米兰 通讯员 徐
莹琛） 近日，区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处理中心副主任徐宏甬收到了来自
市民何女士的一面锦旗，上面写着
“依法维权，为民解忧”。原来，何
女士准备到宁波某医疗美容诊所做
整形手术，谈妥全部手术费用为 30
万元，当场预交了 10 万元订金。但
由于身体原因，何女士不打算做
了，想退回 10 万元钱，遭到美容院
拒绝，徐宏甬受理投诉后，立即打
电话叫来该医疗美容诊所的负责
人，通过摆事实讲道理，院方终于
同意全款退还何女士，仅半天时间
解决了这起消费纠纷。
据介绍，去年以来，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充分发挥监管职能，以涉
及民生、安全、稳定等方面的突出
问题为重点，着力解决影响公平竞
争、扰乱市场秩序、损害消费者权
益等问题，强化流通领域商品质量
监管，深入治理商业贿赂和商业欺
诈，打击无照经营、保护合法经
营，打击商标侵权行为，为城市转
型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据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新消
法》 实施后，消费者维权意识进一步
增强，消费者投诉量明显提高。其
中，食品类申诉最多，消费者反映的
主要问题集中在食品过期、变质等。
据悉，涉及食品类申诉共有 231 件，
占申诉类总数的 8.7%。除食品类，

美容美发洗浴服务、电器类投诉也是
“12315”中心受理申诉的重点。如：
电器质量及维修问题，商家不按约定
提供退换服务；厂家“三包”书面承
诺不清晰等。去年，中心共受理电器
类申诉案件 112 件，占申诉类总数的
4.21%，美容美发洗浴服务 64 件，占
申诉类总数的 2.4%。
区市场监管部门负责人告诉记
者，为给消费者营造良好的消费环
境，2017 年来，该局进一步更新维
权理念、创新维权方式、完善维权
机制，全面提升消费维权工作水
平，不断丰富民生保障各项举措。
不断完善 12345、12315、12331 工作
机制，2017 年共受理申诉举报 2757

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200.96
万元。同时，打造“放心消费在浙
江”品牌，选取线上线下 72 家经营
户开展创建工作，新建 46 个“消费
维权联络站”。加强重点监管产品监
督抽查，开展电线电缆检查等整治
工作。规范检验机构资质管理，去
年新增检测检验机构 3 家。
下阶段，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
进一步注重从源头上减少消费纠
纷，推进经营者自律，在住房、汽
车、休闲旅游等消费热点行业启动
放心消费工程，依托 12315 指挥调度
平台，完善消费维权约谈机制、投
诉和解联络机制，扩大维权覆盖
面，提升维权质量和规范化水平。

工业区“治保促”
集中攻坚行动显成效
本刊讯 （记者 朱圆 通
讯员 叶鑫瑶） 近日，工业
区管委会规划建设部联合住
建部门两次对位于长兴路与
宏图路交叉口东南角的建筑
工地进行督查，该工地存在
的排水沟不畅通、消防设备
缺失、私拉电线等问题均已
整改完毕。
在区“治隐患、保平
安、促转型”集中攻坚行动
中，工业区管委会出台 11 个
专项整治具体实施方案，成
立了 7 支小分队，发挥小分
队的作用，跟区里相关部门
开展联合作战。对于问题点
位整治完成一件，销号一件。
自去年 12 月上旬部署
开展“治隐患、保平安、促
转型” 集中攻坚行动以
来，工业区管委会目前已率
先完成了沿街店铺专项整
治、渣土车专项整治、建筑
工地专项整治这三项。“在
区‘治隐患、保平安、促转
型’集中攻坚行动问题点位
整治清单中，涉及我们园区
的共有 84 个点位，目前已完
成 55 个，完成率 65%。”工
业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说。
淘汰落后产能是园区
11 个 专 项 行 动 中 的 重 点 。
按照淘汰一批、带动一批、

挤压一批、整治一批、提升
一批的工作要求，园区共有
落后产能点位 19 个，前期
已联合区经信、工商、安监
等九大部门对开元路以东区
块开展四次联合执法检查，
累计调查企业 61 家，面积
330 亩，查处涉及各方面问
题 40 多条。群租房整治同
样是重头戏。记者了解到，
工业区共有 6 个群租房待整
治点位，目前已完成江北大
道 21 弄 108 号天立鼎盛钢构
件群租房内所有承租户清退
工作。“其余的 5 个点位我
们已一一发放清退公告，开
展 入 户 宣 传，排 摸 承 租 情
况，目前已掌握了 800 户承
租户租赁期限、租金额度等
情况，并梳理汇总成册。”
工业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他们同时还联合公
安、城 管、消 防、市 场 监
管、住建、安监、地税、国
税等八个部门对群租房产权
方及租赁经营方进行集中约
谈，要求签订清退承诺书。
“一方面，我们会做好
此次集中攻坚行动，另一方
面将探索构建常态化的长效
管理机制，持续推动集中攻
坚行动向更深层次拓展。
”工
业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说。

甬江开展废品回收点专项整治

在“110 宣传日”到来
之际，公安江北分局深入辖
区开展各类活动。活动中，
民警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
场解答疑问的形式向辖区群
众广泛宣传 110 接处警工作
的范围和一系列便民利民措
施。同时，积极征求广大群
众对公安工作的意见和建
议，广泛听取群众的声音，
形成了警民互动的良好氛
围。
谢斌 林俊 摄

社区创新公益载体 爱心也能装“存折”
于去年 9 月，主要救助对象为低保
户、困难户、残疾人，高龄独居老
人、困难党员，他们通过参加社区
公益活动及志愿者活动获得积分，
一小时为 10 分，半小时为 5 分 ，不
足半小时以半小时计算，积分以累
计形式计入爱心存折，并定期进行
物资兑换。
“爱心超市”说是超市，其实
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交易市场，它
更像是一个爱心传递站。居民通过
做志愿者，将自己的爱心传递给需
要帮助的人，帮助社区做公益活
动，获得志愿积分，然后再用志愿
积分免费领取生活用品，这大大激
发了居民的志愿热情，增强了居民

生活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据介绍，慈湖人家博爱家园
“爱心超市”同时也是是慈湖人家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点的一项公益援助
举措。该服务点为何能在众多社区
中独辟蹊径创新公益载体呢？这与
慈城近年来一直以保障和改善民生
作为最终工作的落脚点，不断创新
和加强社会管理模式密不可分。
据了解，慈湖人家社区居家养
老中心目前是慈城镇规模最大，设
施最完善的为老助残服务点，占地
面积约 1000 平方米，于 2017 年 3 月
正式投入运营。内设老年食堂、手
工室、棋牌室、图书室、多媒体娱
乐室、日托室，以及健身运动场地

等功能区域，覆盖服务辖区内所有
有需求的老年人。该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在提倡和推动“活力养老”方
式的同时，积极探索“以老助老”
的新模式，开展日常的服务有生活
照料、医疗康复、就餐送餐以及各
类老年文娱活动，并把 70 岁以上行
动不便的老人作为重点服务对象，
为老人提供上门送餐、便民服务
等，获得了社区居民的广泛好评。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聚焦民生
福祉不懈怠，着力提升养老保障水
平，加快慈城社会福利中心建设，
提高医养结合服务水平，推动多元
化养老服务的发展，提高群众的幸
福指数。
”慈城镇相关负责人说。

施工配套不全 建设成本上涨

前程日用品大楼项目推迟半年仍未开工
本刊记者 王涛
昨日，记者来到了已排查出的
建 设 进 度 滞 后 的 待 建 工 程 ——
JB16015 地块前程日用品厂房项目现
场，该项目位于庄桥街道西邵村洪
发路南侧 2#地块。地块于 2016 年底
出让，受让单位为宁波海曙前程日
用品有限公司。
记者在现场看到，土地平整工

作已基本完成，两条通往场地内的
的施工便道也已铺设碎石，地块上
也堆起了不少用于土建施工的木
料。但从场地内部分生长的青草来
看，施工现场在近几个月内并没有
什么大的动静，当天现场也并没有
发现施工人员和施工器械。
记者从区住建局解到，该地块出
让时约定开工时间为 2017 年 6 月前，
但到目前为止，只是在进行各项开工

准备。记者综合多方面信息了解到，
开工时间延迟主要受施工配套不到位
和建筑原材料价格上涨影响。
最初是受容积率调整，待项目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申领完毕就已
经是 5 月份。在后续的场地平整，
进场施工过程中，施工方提出需进
行配套道路建设，但截至目前，地
块相邻的北海路、洪旺路等都处于
规划状态。此外，该地块区域自来
水管原铺设在南面的永久磁业新厂
房地下，因永久磁业项目正在建
设，目前自来水管正在移位，公司
已经申经办理项目临时用水手续，
自来水公司办在办理。

排除，初步汇总辖区各类废
品 回 收 点、破 烂 王 等 近 百
家，从业人员及家属 200 余
人，估算相关场所面积超过
15000 平方米。目前，甬江
辖区的个体“破烂王”已经
完成了前期清退工作。
在整治的过程中，街道
按照“疏堵结合”的原则，
对目前无合法工商登记手
续，但具备有一定条件的回
收公司、再生资源回收点进
行综合评估。并按照再生资
源行业规范要求进行整改规
范、限期完成合法工商手续
登记。同时，街道还与江北
区再生资源协会进行协调，
对辖区原有合法废品回收公
司、再生资源回收站点，以
及规范后的废品回收站点进
行行业规范培训，按照样板
要求进行整改提升，提升辖
区环境保洁总体水平。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开展文明施工督查

慈湖人家编织居家养老爱心网
本刊讯 （记者 胡青青 通讯员
杨芝） 在慈城镇慈湖人家社区里，
有一个“爱心超市”深受社区居民
的喜爱。社区居民想要在该超市买
东西，无需花钱，只要拿“积分”
换即可取走相应物品。近日，记者
来到慈湖人家社区一探究竟。
记者在慈湖人家一期看到，这个
爱心超市虽然只有一间房间的大小，
却整整齐齐摆满了米、面、油、盐、
饭锅、衣服、被褥等，各种日常生活
所需的物品都能在这里找到。
“‘爱心超市’除了汇聚各类
物品，更是汇聚了来自社区居民的
爱心。”慈湖人家博爱家园工作人员
刘碧云告诉记者，“爱心超市”成立

本刊讯 （记者 吴天云
通讯员 项荣珍） 脏乎乎的
编织袋、破旧报纸、轮胎、
木块……在徐江岸村，记者
看到一间不过几平方米的房
子被这些垃圾挤得满满当
当。“你看这些都是‘破烂
王’收来的东西，不仅脏乱
差还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甬江街道社会事务管理办公
室副主任阮一江说。
据悉，为推动甬江发
展，改善城乡人居环境，规
范农村再生资源回收业经营
秩序，日前，甬江街道开展
“治隐患、保平安、促转
型”废品回收点专项整治工
作。据 阮 一 江 介 绍，去 年
12 月初，街道环境整治办
便组织各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社 区 根 据 属 地 管 理 原
则，对辖区内废品收购点进
行一次全面的调查摸底。经

“之前建筑原材料价格上涨太
高，我们根本承担不起施工成本。”
施工方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受去年秋季以来，水泥、钢材等建
筑原材料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他们
的建设成本比开工前的约定价格快
要高出一倍。“我们只能推迟开工，
或者再约定价格。
”
“目前，我们开工的各项前期
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临时用水预
计下周开通。”庄桥街道相关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接下来，他们将与相
关职能部门联手，督促企业尽快开
工建设。预计项目将于春节后正式
开工。

本刊讯 （记者 张昊桦 通
讯员 贾陈骋 张幻） 近日，区
综合行政执法局的执法队员来
到文教路的文教大厦建设工
地，督查了文明施工情况。
据介绍，为进一步提升城
区环境，改善民生环境，打造
清爽城市，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对辖区所有在建工程进行详细
排查，对不符合施工标准的工
地进行整改。在排查中发现，
文教大厦工程未进行规范围
挡，工作人员及时和施工单位
进行沟通，要求在 3 个工作日
完成规范作业。目前，施工现
场的围挡已基本完成。
之后，区综合行政执法
局的执法队员们也来到新马

路 ， 对 新 马 路 18 弄 、 36 弄
综合整治工程进行施工督
查。督查结果表明，目前该
工地总体情况良好，施工正
常 进 行 。“ 因 为 临 近 过 年 ，
下一步我们将加紧对综合整
治工程项目的督查和其他市
政工程文明施工的监管，尽
快做好收尾工作，减少对周
边居民的影响。” 区综合行
政执法局的工作人员说道。
据悉，自上周起，江北区综
合行政执法局发动机关、义
工等力量，成立督查组、巡
查队伍数十个，找点位、查
现场、看问题，在辖区范围
内全面梳理城市管理中的
短板，对发现问题进行整改。

云飞路一期
(洪塘中路-机场路)通车
本 刊 讯 （记 者 邵 家 艳
通讯员 陈姝） 1 月 9 日，云
飞 路 一 期 （洪 塘 中 路 - 机 场
路） 正式通车，该道路全长
1770 米，设计车速 60 公里/小
时。从两侧到中间的断面布
置为人非混行道、绿化隔离
带、车行道、中央绿化隔离
带，道路宽度为 44 米。
这条路正式通车后，对
家住洪塘街道亲亲家园、宁
静家园、洪都花园等附近小
区的居民而言，是极大的福
利，他们可直接通过云飞路

到达江北万达广场。云飞路
二期 （洪塘中路-邵渡路） 目
前正在施工中，工程全长
3917 米 ， 全 线 包 括 6 座 桥
梁，道路等级为城市主干
路。另外，云飞路三期 （康
庄南路-长岛花园东侧路） 于
去年 11 月 30 日举行了开工仪
式。届时，这条道路将与康桥
南路、康庄南路等主干道路形
成完整的路网，进一步方便周
边居民出行，优化区域交通网
络，为周边区域的开发建设提
供强有力的配套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