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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各班组及建筑工人：
鄞州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一期工程2标段项目已

竣工验收完毕，工程款项按合同约定拨付到位，项目
工人工资均足额发放。为切实做好农民工工资支付
结清不拖欠工作，现将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进行公
示，公示时间为公示日起7日。

公示期间，对以上事实不符的内容，可至项目部
进行核对或拨打公司投诉电话。

投诉电话：0574-88301719

宁波中洲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鄞州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一期工程2标段项目部

2022年9月23日

关于农民工工资支付的
公 示

各班组及建筑工人：
鄞州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二期工程（一批次）Ⅱ

标段项目已竣工验收完毕，工程款项按合同约定拨付
到位，项目工人工资均足额发放。为切实做好农民工
工资支付结清不拖欠工作，现将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
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公示日起7日。

公示期间，对以上事实不符的内容，可至项目部
进行核对或拨打公司投诉电话。

投诉电话：0574-88962276

中科盛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鄞州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二期工程（一批次）Ⅱ标段

2022年9月23日

关于农民工工资支付的
公 示

各班组及建筑工人：
鄞州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二期工程（二批次）Ⅰ

标段项目已竣工验收完毕，工程款项按合同约定拨付
到位，项目工人工资均足额发放。为切实做好农民工
工资支付结清不拖欠工作，现将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
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公示日起7日。

公示期间，对以上事实不符的内容，可至项目部
进行核对或拨打公司投诉电话。

投诉电话：0574-88301719

宁波中洲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鄞州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二期工程（二批次）Ⅰ标段

2022年9月23日

关于农民工工资支付的
公 示

本报讯“漏钟
仍夜浅，时节欲秋
分”。今天是二十
四节气中的秋分节
气。

秋分在立秋节
气和立冬节气之
间，对鄞州来说，立
秋时，真正的秋天

还只是一个影子；但到了秋分时，我们就离真正的秋
天越来越近了。

秋分时节昼夜温差开始变大，拿昨天来说，早晨
的气温只有19℃，午后升到29℃，温差10℃。很多人
早晨穿着薄外套出门还有些凉意，中午穿短袖T恤也
不觉得冷，一天之中恍若两季。

未来几天，气温比较稳定。最低气温“1”字头，最
高气温为25℃~28℃，即使感觉到热，也不会再像夏
天那样大汗淋漓。

24 日，多云，18℃~25℃；25 日，多云，17℃~
27℃；26日，多云，17℃~28℃；27日，多云，19℃~
28℃。

天气一转凉，“入秋”的话题就又开始冒头。气象
学意义上的入秋标准，需要连续5天滑动平均气温小于
22℃且大于等于10℃，所以宁波入秋还要再等一等。

秋分的“味道”已经有了，秋分的“香气”却姗姗来
迟。往年，随着秋分的到来，鄞州四处已是暗香浮动，
就像古人说的：“金气秋分，风清露冷秋期半。凉蟾光
满，桂子飘香远。”没错，秋分前后，正是桂花次第盛开
的时节。

桂花是一种对温度很敏感的植物，一般要等气温
降到20℃左右，并持续一段时间，再加上昼夜温差刺
激才会开花。最理想的状态是冷空气先冻一下，最好
再下点雨，等冷空气过了之后，太阳一照，花骨朵就

“噼里啪啦”地绽开了。

本报讯 （记者 胡启敏 通讯员 李佳静 胡成
燕）路面出现裂缝俗称“开拉链”。现在，有一种“黑
科技”可以帮助路面快速合上“拉链”。昨天，来自区
综合行政执法局市政部门的消息，鄞州在全市率先使
用路面修复防裂贴技术，不仅能高效修复路面，还能
避免给路面造成二次损害，提高沥青路面的耐久性。

在江东南路（百丈路-四眼碶街）道路修复现场，
工作人员正在铣刨沥青路面，发现基层板块有裂缝或
伸缩缝后，工人立即将防裂贴表层的隔离纸撕去，均
匀地铺设在裂缝处，随后使用压式设备来回碾压，裂
缝处理完毕，最后进行沥青混凝土面层的铺设工作。
以3.5米长的道路裂缝为例，整个修复过程只要3分半
钟，比传统的开槽灌缝修复快了半个多小时。

“该项技术不仅能够强力修复路面裂缝，还具有
施工简便、防水性好、使用寿命长等特点，能够让沥青
路面达到更加耐久、舒适的效果。”一名施工技术人员
介绍说。

记者了解到，这是鄞州首次在路面修复中加铺自
粘式防裂贴，它是一种与沥青相容的高强织物复合而
成的新材料，抗压强、耐高温，将它贴于产生裂缝的沥
青路面，能够起到隔离、加筋、消能缓冲和隔水防渗作
用。简单来说，运用该技术能够取代传统开槽灌缝的
做法，避免给路面造成二次损害，有效缓解基层引起
的反射裂缝和面层产生的表面裂缝两大类问题。

据悉，目前市政部门已在江东南路（百丈路-四眼
碶街）、江东南路（贺丞路公交车站-日月星辰小区）、
王隘南路（兴宁路-桃源街）等7个路段，铺设防裂贴
2704米，修复沥青路面2万多平方米。

鄞州路面修复
用上“防裂贴”

合上路面“拉链”不到4分钟

秋分已至，秋意渐浓

天上人间
主持记者 蔡亚辉
通讯员 叶 天

迎难而上 增长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
本报讯（记者 鲍婷婷 通讯员 魏

文超 舒馨）“Hello，直播间的各位观
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线上
政策云讲堂。”昨天，首南街道“减负降
本 纾困稳企”区级政策解读直播在科
技孵化园直播间里开播，街道经发办工
作人员沈敏婕化身主播，与主持人现场
互动，将政策“大礼包”速递给企业人
员，累计观看人次近万人。

激发市场消费潜能，有什么政
策？针对专做线上的电子商务企业的
政策又有哪些？除了信保补贴政策，
融资方面政策还有什么？……首南街
道根据辖区企业的需求精选出了一些
高频且实用的政策内容，涵盖市场消
费、外贸出口、信贷融资等多方面，可

谓干货满满。
“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住宿业、旅

行社企业和非国有景区、‘诗画浙江·百
县千碗’美食体验店，按照营业收入下
降程度，分别给予5万~10万元不等的
临时补助。”在屏幕前，沈敏婕面对主持
人提问，进行了详实地讲解，更多利好
政策在直播间里精准送达。

宁波小遛共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行政部经理陈烨看完直播后直言：“很
多问题都是我们想知道却没机会去了
解的，主播告诉了我们很多有用的政
策，对我们很有帮助！”

据悉，首南街道自开展“助企全
年稳”活动以来，不断加大政策宣传
解读力度，除了这样的直播活动，还

深入开展企业入户，发放政策“明白
卡”，点对点短信发送等活动，通过社
区网格一体化推进，确保助企政策宣
传全覆盖。

“关键还在于落地。”首南街道办事

处副主任楼浩峰表示，借助都市工业
园、科技孵化园、特色楼宇产业园等平
台，接下来，街道将凝聚合力，拓宽各类
市场主体沟通渠道，让惠企助企政策释
放更多红利。

直播现场。

本报讯（记者 潘淑瑶 通讯员 姚
增 许兴蕾）“十多年了，花园终于修好
了！水池里种了睡莲，还养了乌龟和
鱼，太赞了！”近日，中河街道城兴社区
风格城事小区东北角的海盗船水景观
花园，在荒废多年后重现生机，引来居
民驻足拍照。

海盗船水景观花园占地5000多平
方米，在2009年风格城事小区交付时，
曾是小区的一大亮点。然而，随着时间
流逝，花园的水池干涸了，里面杂草丛
生，海盗船破旧了，枕木腐烂不堪，曾经
风光一时的花园逐渐荒废，令人惋惜。

去年，在城兴社区党委的牵头协调
下，风格城事红色业委会吹响“自治改
造、共同缔造”的号角，掀起全民参与小
区治理的高潮，小区环境得到极大改
善。借着这阵东风，广大业主们希望修
复重建花园的呼声越来越高。今年春
节刚过，风格城事业委会召开全体业主
代表大会，广大业主一致同意启动海盗
船水景观花园的修复重建工作。

今年5月初，在红色业委会的引领
下，小区对海盗船水景观花园进行修复，
先后推进修复抽水泵、更换地下进水
管、清理乱石杂草、清洗水池、更换防腐
木、重刷防腐漆、安装微电脑时控开关、
种植睡莲等工作。历时4个多月，海盗
船水景观花园终于完成修复，并改名为
莲心花园，成为小区业主新的打卡点。

“如此庞大的工程，仅花费6785
元，太不可思议了！”社区居民监督委
员会委员王熙边翻账目边感叹道。这
源于业委会副主任、财务主管戴素珍
的精打细算，把小区的每一分钱都用

在刀刃上，并做到公开透明；同时也离
不开小区能工巧匠范国义的献智献
力，在花园修复过程中，他自己动手修
复损坏的抽水泵、更换枕木、重刷防腐
漆、制作打捞浮萍工具等；此外，广大
党员、志愿者、业主纷纷主动参与到清
理乱石杂草、清洗水池、补种绿化、打

捞浮萍等工作中。
小区是我家，共建共享靠大家。自

去年以来，在红色业委会的督导下，风
格城事共完成楼道改造、消防门修复、
楼道单元门加固粉刷、监控系统改造、
停车道闸系统改造等民生实事项目48
个，极大提升了广大业主的获得感、幸

福感和安全感。2020年、2021年，红
色业委会连续被评为街道业主委员会
先进单位。

接下来，社区将招募志愿者，组建
“皓丽”美化家园团队，不定期在莲心花
园巡查，捡拾垃圾、清理浮萍、督导不文
明行为等，共建共享美丽幸福家园。

自治改造 共同缔造

风格城事荒废花园成了居民打卡点

志愿者在清理花园池塘。 记者 李超 摄

本报讯（记者 胡启敏 鲍婷婷 通讯员 陆婴 顾
一伟）前天下午，2022年度浙江省十佳户外露营地评
选结果出炉，中国·宁波（咸祥）航空飞行营地入选。

本次浙江省十佳户外露营地评选由浙江省体育
局、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自8月初开启报名
通道以来，受到了全国露营爱好者的关注，各单位根
据各自的露营特质和运动特色，选择航空营地、研学
素拓营地、山地运动营地、房车营地、亲水营地、新兴
运动营地、综合性营地等所属类型进行分类申报，着
重展现除了基础的露营服务以外的运动项目和体育
氛围。最终，共有近50家来自全省11个地市的露营
地相继申报。

组委会前期对报名参评的营地材料进行了严谨
梳理确认，实地走访考察了部分营地，综合了网络投
票和专家复评的得分，最终通过路演形式，确定了浙
江省十佳户外露营地。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评选网络
投票吸引了全国近160万人次的参与，总点击量超过
800万。

中国·宁波（咸祥）航空飞行营地规划总占地面积
650亩，项目规划总投资约 5.1亿元。目前一期用地
面积约150亩，自2020年10月17日开营以来，以发
展航空运动为主，同时延伸房车营地、户外帐篷营地、
科技体育活动培训基地、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山盟海
誓蓝湾婚庆基地等，培育亚太地区航空模型赛事、航
空音乐、奔跑吧·少年科技体育勇士赛等精品IP品牌，
带动体育旅游经济产业融合发展。此外，该营地还串
联起周边“红蓝”两条精品线路，分别为红色农贸研学
精品线和太白蓝湾“山海振兴”线，线路全长29公里，
极大拓展了营地的体验内涵。

2022年度浙江省十佳
户外露营地评选结果出炉

咸祥航空飞行营地入选

本报讯（记者 蔡梦珠 通讯员 钱
思怡 何玉雨琦）昨天上午，白鹤街道
成立“鹤小铺”公益慈善基金，首笔
1 万元爱心款由居民邵宝娣捐赠的
2000元奖金和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员工众筹的8000元汇集而成。

“我就是做了点小事，没想到还给
我发奖金，我想把这笔钱捐出来，可以
给茶室添置点东西。”今年7月，守护爱
心茶室7年的八旬老人邵宝娣，在一项

正能量人物评选中获奖，得到了2000
元奖金，转头她就想把奖金捐了。

为让邵宝娣捐出的钱用到实处，白
鹤街道筹划成立“鹤小铺”公益慈善基
金，辖区企业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得
知消息后，立即在员工群发了一条众筹

“鹤小铺”公益慈善基金的消息。
50元、100元、200元……短短两

天，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员工们就
众筹了8000元。除了筹款，还有员工

特意买来电磁炉和5箱饼干，希望给爱
心茶室“添点料”。

据悉，自白鹤街道全域推出“鹤小
铺”以来，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还提
供物资支持，包揽了烧水壶、杯子、茶包
以及“铺长礼遇”等。“公益人人皆可
为。从企业主体到员工个体，我们都奉
行‘以实际行动回馈善心善举’的理
念。”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
记沈杰说。

白鹤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定龙介
绍，“鹤小铺”公益慈善基金成立后，将
用于定制“鹤小铺”四季茶饮，由“鹤·
彩”合伙人、宁波市名中医洪涛调配推
出春养、夏凉、秋润和冬暖4款茶饮，由
各公益茶铺的慈善义工分发给环卫工
人等户外工作者。

“茶室就像我的另一个家，能把这
笔钱用在来这里喝茶的家人们身上，我
很开心。”邵宝娣说。

白鹤成立“鹤小铺”公益慈善基金
爱心人士筹万元助力爱心茶室

纾困稳企有一套

首南把惠企政策搬进直播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