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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里的咖啡馆

民生热点

本报讯 （记 者 周 韵 健
通讯员 孙飒） 近日，县公管所
接到群众举报，县第一医院附近
长期停着一辆豫C·**120牌照的
车辆，标识有“120急救车”。公管
所第一时间组织稽查人员对该车
进行检查，发现这辆挂名河南某
医院的小客车，实为非法营运的

“黑120救护车”。
据了解，该车车顶装有警灯，

车身贴有红十字、120标志，外观
上很难辨别。车厢里虽有病床、
氧气袋等简易应急抢救设施，但
抢救设备不全，也没有配备专业
的急救人员。而且设备和车厢无
法正常消毒，容易造成二次感染，
给病人带来二次伤害，并对家属
健康构成威胁。据驾驶员杨某交
待，他从 2017年 9月起开始驾驶
该车，平时通过在医院门口发放
小名片或者自己去医院内招揽病
人，主要在宁海及周边医院运送

病人，运送费用通过与病人协商，
双方谈拢后运送到目的地再用现
金支付。目前该车已被公管部门
暂扣作进一步调查处理。

县公管所稽查队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将加大对宁海各大医
院周边“黑120”的查处力度，对假
冒急救车绝不姑息，一经查处，严
肃处罚。同时也提醒广大市民，

“黑120”存在极大安全隐患，一旦
出事故，受损的还是病人和家
属。市民在叫 120急救车时要擦
亮眼睛，千万别被“黑120”给忽悠
了。

记者从县急救站获悉，目前
我县共有急救车 19辆，市民除了
通过车辆外观、行驶证件、车载设
备和收费票据等方式辨别急救车
真伪外，还可关注“宁海县急救
站”微信公众号，点击微首页进入
车辆甄别页面，只要输入车牌号
就能查询真伪。

“120”也敢假冒

我县查获一山寨版急救车

本报讯 （记者 章莉 通讯
员 陈军杰 童淑燕） 为进一步
完善社会救助体系，规范最低生活
保障制度，日前，我县修订出台《宁
海县最低生活保障办法》（以下简
称《办法》），并于今年1月1日起正
式实施，这也是我县自2007年出台
《宁海县最低生活保障办法》以来
首次进行全面修订。

记者了解到，新修订的《办法》
主要在三大方面作了调整、规范和
突破。一是新《办法》扩大了低保
对象范围，首次将“医疗支出型”贫
困家庭纳入低保，即因患重特大疾
病、慢性病或遭受意外人身伤害造
成医疗费用支出高、实际生活水平
低于低保标准的，可纳入低保，实
现了低保对象从传统的“收入型”
贫困家庭向“支出型”贫困家庭拓
展。二是加大低保工作保障力度，
低保金一律按月发放，低保救助实
行差额补助外，家庭人均差额发放
的低保金，不得低于低保标准的

30%。三是规范低保审批和管理工
作，新《办法》明确了困难家庭以户
为单位，向户籍所在地的乡镇（街
道）提出低保申请，县民政局负责
审批。低保申请对象除接受入户
调查外，还必须通过居民家庭经济
状况核对机构对其家庭经济状况
进行信息核对，实行“逢进必
核”。

同时，《办法》还明确申请了
低保也不是“一劳永逸”。最低生
活保障家庭应当主动向乡镇人民
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村（居）民
委员会报告家庭成员人口状况、
收入状况和财产状况变化情况，
不符合条件的低保对象由县民政
部门取消最低生活保障资格。此
外，最低生活保障申请人通过虚
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最低生
活保障金的，县民政部门责令退
回非法获取的最低生活保障金，
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并将有
关信息记入个人征信系统。

我县修订最低生活保障办法

申请低保不是“一劳永逸”
骗保行为将纳入社会征信系统

社区守护平安团圆路

连日来，湖西社区工作人员走街入户向辖区居民、商户、外来务工人员以
及过往群众分发春运宣传资料，倡导文明交通，平安出行。工作人员围绕春节
期间的出行注意事项，提醒外出居民注意出行安全，拒绝乘坐非法营运车辆。

（通讯员 王佳靖 摄）

宁海县部分有牌人力客运三轮车权属公告

为深入推进城
区“三车”综合整
治专项行动，针对
部分有牌人力客运
三轮车因交易等原
因实际车主变更的
情况，经初步调查
核实，现将以下已
办理回收手续的 15
辆人力客运三轮车
权属情况公告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车辆牌号
0169
0078
0144
0174
0112
0088
0041
0231
0006
0205
0153
0325
0299
0160
0125

车主姓名
王新水
邵亚娟
胡俊伟
江小权
葛宏区
陈彩娟
王平芬
梅长辉
赵志永
葛连省
卢丙东
叶亦南
何荣昌
郑小安
叶德链

车主身份证号码
330226195004293837
330226196701193684
330226196501253195
330226197307224635
330226196411194953
330226196505220067
330226197007210020
330226195902264958
330226196708093213
330226196909174490
33022619571125495X
330226196208225291
330226196802053998
330226197001013376
332626196311110576

对上述车辆权属有异议者，请在公告之日起5日内持有效权属证明等相关材料到宁海县交通拥堵整治指挥
部（地址：宁海县桃源街道金水东路9号县交警大队院内，电话0574-82556603）提出人力客运三轮车权属异
议的书面报告。未在规定时间内提出书面异议的，视为无异议，政府将对该人力客运三轮车及其营运权进行回
收，并对车主予以经济补助。

特此通知。
宁海县交通拥堵整治指挥部

2018年1月10日

5.68%浙商银行永乐理财震撼来袭！96天型型

温馨提示：浙商银行个人借记卡客户通过我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ATM等所有电子渠道跨行转账手续费全免！我
行理财产品可转让、可入增金财富池! 截至目前，浙商银行所有已到期理财产品均实现预期收益。测算年化收益率以及
过往业绩，不代表浙商银行对产品未来收益的承诺或保证。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浙商银行宁波宁海支行地址：宁海县金水路299号 咨询电话：0574-67056908
全国统一服务电话：95527 网址：www.czbank.com

理财子单元简称

永乐1号134天型

永乐1号1月/2月型

永乐1号3月/4月型

永乐1号6月型

永乐1号1年型

永乐2号134天型

永乐2号1月/2月型

永乐2号3月/4月型

永乐2号6月型

永乐2号1年型

永乐5号96天型

注：永乐1号、永乐2号产品当日购买次日起息均指工作日，如遇节假日，则起息日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永乐5号产品仅限私人银行客户购买，永乐2号产品仅限高资产净值客户购买，详询银行客户经理。

理财子单元代码
AC5013
AC5014

AC5020

AA3019/AA4004/AA4005/
AA4006/AA4007

AB1167/AC5015/AC5016/
AC5017/AC5018
AC3262/AC3263/

AC3264/AC3265/AC3266
AD1013/AD2260/AD2261/

AD2262/AD2263
BC5021
BC5022

BA3004/BA4010/BA4011/
BA4012/BA4013

BB1162/BC5016/BC5017/
BC5018/BC5019
BC3372/BC3373/

BC3374/BC3375/BC3376
BD1046/BD2244/BD2245/

BD2246/BD2247

DB1042

预期年化收益率

5.59%

5.40%

5.55%

5.54%

5.50%

5.63%

5.55%

5.59%

5.58%

5.58%

5.68%

起点金额
新客户专享款

5万起，上限600万
浙+银行H5款

5万起，上限20万

感恩回馈款
5万起，上限2000万

高净值新客专享款
20万起，上限1000万

高净值感恩回馈款
20万起，上限5000万

私行感恩回馈
100万起，上限5000万

认购期
1月11日-1月15日
1月16日-1月17日

1月11日-1月16日

当日购买
次工作日起息

1月11日-1月15日
1月16日-1月17日

当日购买
次工作日起息

1月11日-1月16日

风险等级

低风险

较低风险

序号

3

13

19

28

35

45

50

56

66

86

年龄

15

13

16

15

14

11

10

10

14

11

性别

男

女

男

女

女

男

男

男

男

男

我的心愿

希望给爸爸一个按摩器

想要可以学习绘画的书

给自己买件衣服（身高172cm）

泡脚桶

一辆自行车

希望有一个电话手表

想要一套适合四、五年级学生看的
课外书

想要一双新鞋子（35码）

想要一个篮球

想要一件160尺码的羽绒服和一
套科普书

许愿理由

母亲残疾，卧床需要照顾。父亲要照顾我和母亲，因过度劳累导致腰不好，我想给父亲买一个按
摩器。

被亲生父母遗弃的孤儿，被庙里的师父发现后得以存活。自小虽有师父的悉心照顾，可一直缺
乏母爱和父爱。在长期亲情缺失中，孩子找到了精神寄托——绘画。上学前没钱买画笔，就用
树枝在庙里的地上涂鸦，上学后没钱报绘画班，就在美术课上认真学习，至今已获得许多奖项。
希望能有一本可以让她学习、临摹的书，提高技艺。

孤儿，父亲去世多年，母亲改嫁，现由爷爷奶奶抚养。爷爷奶奶年纪大，无经济来源，生活十分困
难。目前这个孩子穿着非常单薄。

母亲患有精神疾病，家里经济困难，希望能给母亲买一个泡脚桶，冬天可以给妈妈泡脚用。

家庭经济困难，不想给家里增加负担。上学爷爷送太累了，希望能有一辆自行车，可以自己上学！

智力残疾，体弱多病，家庭经济困难，特别希望能有一个电话手表。

母亲离婚后离家出走，父亲患肝癌去世。目前跟爷爷生活，家庭经济收入很低，属于低保家庭。想
要书籍学习更多知识。

父母都是残疾人，母亲不会说话，父亲听不太见声音，属于低保家庭。希望有新鞋子换下已经破
旧不堪的鞋子。

父母残疾，无稳定工作和收入，一家人全靠外公外婆的收入来维持生活，属于低保家庭；孩子平
时学习努力，爱好打篮球，希望有一个篮球丰富业余生活。

父亲意外触电身亡，母亲疾病缠身，常年要吃药，只能偶尔打临时工，还有一个姐姐在读初中，爷
爷奶奶年事已高，无劳动能力，家庭负担相当重，生活艰苦。该生乖巧懂事，成绩也不错，希望能
有一套自己喜欢的书，穿上新衣服过个开心年。

新春将近，缑城洋溢着一派喜
庆气氛。我们在腾腾热气中和家人
团聚共餐，在欢声笑语中换上新年
新衣，五彩斑斓的烟火在夜空绽
放，划落下星星点点，照亮我们虔
诚的新年心愿。

而在同一片天空下，烟花还未
照亮的地方，有这样一些孩子还在
暗夜里遥望。他们或跟随父母背井
离乡四处漂泊，或留守农村艰苦生
活，稚嫩的双肩过早地承担着生活
的重量，明亮的眼睛里充满的是沉
稳和坚强。生活使得他们过分懂

事，也许是一支彩色的画笔，一双
温暖的鞋子，或是给辛勤的母亲换
下陈旧的外衣，给年迈的爷爷买一
双温暖的手套……就已经是他们埋
藏心底的最大愿望。

伴着新年的脚步，“我的新年
心愿”2018 圆梦计划再次启航，
团县委、县慈善总会、县新闻中
心、县志愿者协会、县少工委等单
位联合发起万人圆梦·2018“我的
新年心愿”行动，从全县各个乡镇
（街道）、小学初中的贫困孩子中收
集了他们朴实的愿望和梦想。现面

向社会各界公开招募“圆梦使
者”，用您的一份爱，点亮孩子的
一个梦。在这个寒冷的冬季，用我
们的微薄之力，温暖贫困孩子渴望
关爱的心，让他们度过一个满足、
美好、幸福的新年。

心愿实现以实物捐助为主,
“圆梦使者”可登录“宁海新青
年”微信公众号“志爱宁海”栏目
中的微心愿网络平台或登录“宁海
志愿者”微信公众号进行心愿认
领，也可以致电县志愿服务指导中
心进行电话认领和询问心愿认领情

况。
礼物送达方式：本人实地送达

或者邮寄至县志愿服务指导中心。
地址：宁海县跃龙街道北斗北

路 130号（县青少年活动中心一楼
西侧）。

联系电话：65253535，娄老
师；邮编：315600

请各位“圆梦使者”在送达或
者邮寄物品时，留下姓名和联系方
式，以便主办单位及时给予信息反
馈。

用我们的爱 圆孩子的梦

万人圆梦·2018“我的新年心愿”再度启航

记者 周韵健 通讯员 赵士超

随着客运总站全部班车迁移至
客运中心（客运枢纽内）的时间临
近，1月 9日《今日宁海》4版刊登了
相关公交调整公告及公交运营图。
昨日，记者根据交通部门提供的信
息，整理出这份乘车攻略，希望为市
民乘车带来便利。

乡镇（街道）：最多换一次
根据我县地域分布，长街、力

洋、胡陈、茶院、越溪等东部乡镇
以及南部一市镇的市民，首先乘坐
城乡客运公交至东站，再换乘公交
106、113、115、117 至客运枢纽

站。从乘车时间来看，115最优，
经丰泽园、宁海中学、华庭家园
（南）、上下桥、下金村至终点站
（火车站），途经客运枢纽站，到客
运中心共需坐 14站，耗时约 18分
钟；106、113 线路次之，耗时约
25 分钟；117 线路最长，耗时最
多，约30分钟。

岔路、前童、黄坛、桑洲等西
部乡镇的市民需乘坐城乡客运公交
至西站，再乘坐 116至客运枢纽。
其中前童及跃龙街道水车片的市民
乘坐“老路”（城岭线）的公交，
则在南门大桥站换乘 102或 106到
客运枢纽。而桥头胡、梅林、西
店、深甽、强蛟、大佳何等北部乡
镇（街道）的城乡客运公交可直达
客运枢纽。

主要节点：基本实现全覆盖
从 8条前往客运枢纽的公交运

营图来看，102、103、106基本覆
盖南北“大动脉”兴宁路，其中环
形线路 106 经兴宁路、徐霞客大
道、桃源路、兴海路、时代大道、
气象北路，线路长、覆盖面较广，
而同样的环形线路 113主要覆盖城
区中部及北部地区。另外的几条线
路均途经我县主要城市道路，涉及
城区各个方向的主要节点。例如，
在宁海大厦可乘坐 102、103，在
大 观 文 化 园 可 乘 坐 102、 103、
106、113、116，在妇幼保健院可
乘坐 106、113，在华庭家园可乘
坐 106、115，在会展中心可乘坐
106、113。

新闻多一点
搬迁后，客运中心站班车和班

次时刻与客运总站保持不变。宁波
直达班车从 4:30至 18:30每间隔 10
分钟左右从中心站发车；宁波普通
班车（梅林点）自 4:50至 18:40每间
隔20至30分钟左右发一班；普通班
车（西店点）自 5:10至 19:00每间隔
20至 30分钟左右发一班。1月 18
日起，凡在客运中心站乘坐宁海至
宁波（单向）快客班车，给予 4元/票
优惠，时间暂定一个月。

广大市民可拨打 65578933、
65578935、65578939、65266924查询
和订票；也可以通过售票窗口、微信公
众号、公司网站（www.nhgy.net）、巴
巴快巴APP等渠道，或者在长街、梅
林、西店售票点购票。

1月18日客运总站全部班车迁移

如何前往客运枢纽？
请收下这份乘车“便利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