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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关注

涧泉

“脚踏电动车，风驰电掣，长发飘
扬，潇洒；嘎吱，一不留神，脑瓜子撞
地，妥妥ICU；车水马龙中逆向穿行，
面对红灯一往无前，恰似一代秋名山
车神，酸爽；哐当，四脚朝天，别忘了，
你是全责；小小顶篷，遮风挡雨，速度
飙到60迈，跑车的感觉说来就来，但
海边小城多大风，歪风凭借力，送你
上青云，为了自身和家人，请注意交
通安全，做到文明出行”。最近，宁海
公安局团委书记朱晓东在看宁海
APP“文明城市大家谈”栏目中实力出
镜，用幽默的语言，“戏精”般的演技，
担起了“电动车出行安全”宣传大使
的重任。让人在忍俊不禁之余，把骑
电动车佩戴安全头盔的重要性，逆行
和加装遮阳篷的风险入了心间，宣传
效果杠杠滴。

之前，我县已大张旗鼓地开展了
驾乘电动车佩戴安全头盔专项整治，
在整治过程中，市民多有抵触情绪，
甚至发生多起矛盾冲突抗拒执法事
件。不可否认，良好的出发点，因制
度的刚性和宣传执法的硬性，让部分
市民接受起来并不是那么舒服。反
倒是这种举重若轻的短视频宣传，更
容易让人入脑入心。看过了，笑过
了，也记住了。

从中也可以看出，这样一个新媒
体时代，创新宣传是多么重要。过
去，我们习惯于将宣传理解为一种简

单的“告知”，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说教
意味，多有“严禁”“不许”等冰冷用语，
面目可憎，令人生厌。近年来，政府
部门的传播理念发生了转变，很多地
方、单位和部门把握新时期传播规
律，借助于新兴的短视频、抖音等平
台，开始在政务宣传创新工作上下功
夫。通过各种时尚而又接地气的表
达方式，通报案情、宣传反诈、城市景
点、“揭秘”真实工作状态，屡屡形成

“爆款”。这些创新改写了人们对宣
传的刻板印象，让原本显得冰冷而生
硬的“警示”“告知”有了活力、温度和
吸引力。

在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革，注
意力越加成为一种宝贵资源的当
下，政务宣传已不能只满足于“广
而告之”，更要找到自己的“打开方
式”，追求“声入人心”，把“话”
说到民众的心坎上。生动活泼的形
式，新鲜有趣的内容，是大家热衷
关注的焦点。那么，政务宣传完全
可以朝着这个方向改进，使自身

“活起来”“时尚起来”。
宁海公安局的实践证明，创新没

有那么难，关键在于秉持“便民利民”
的宗旨情怀，敢于尝试。从本质上
说，把握好互联网规律，创新方法手
段，是对新时期走好“网络群众路线”
的生动实践。

让政务宣传“活起来”

记者 方景霞

日前，市住建局发布了《宁波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进一步完善
住宅全装修质量购房人监督机制的
通知》（甬建发【2019】97号），以完
善购房者对住宅全装修质量的监督
机制，保障购房者权益。《通知》将于
10月1日起施行。

《通知》有哪些看点？记者请县
房管部门一一作了解答。

看点一：1/3购房者对
验收结论不认可就不能通
过验收

县房管部门工作人员表示，《通
知》最大的看点是第七条，今后毛坯
报建、全装修交付的住宅楼盘，如果
验收时有 1/3及以上的购房人对验
收结论不认可，那楼盘就不能通过
验收。

“目前楼盘交付验收，一般都是
由开发商组织施工、设计、监理单位
进行四方验收，然后到主管部门备
案。而这次新规规定，毛坯报建、全
装修集中交付的住宅楼盘，在验收
的时候必须再委托由业主同意认可
的第三方监理单位，对装修工程质

量进行验收。”工作人员介绍，这第

三方监理单位，必须是在宁波市建

筑市场信用评价为A类，且具有房

屋建筑甲级专业资质的。建设单位

提出不少于 3 家监理单位作为候

选，供购房人选择。候选和选定监

理单位，应分别公示不少于 7个工

作日，选定的监理单位应少于 1/3
购房人反对。

新规明确，装饰装修工程验收

意见应向全体购房人公示不少于 7
个工作日，若验收意见少于 1/3购
房人反对的，可作出验收合格结论；

若验收意见多于 1/3（含）购房人反

对的，由建设单位组织落实整改，整

改完毕后再次按上述程序组织验收

和公示。

看点二：进一步明确
监督方式和内容

据了解，住宅全装修监督机制

“老版本”也引入了相关监督机

制，新规的第二个看点，就是进一

步明确了监督方式和内容。

新规明确，从全装修开始到分

户验收完成这期间，购房人质量监
督小组每月可以组织检查1次。购
房人质量监督小组人员原则上应为
已签约购房人，并具有工程类相关
专业知识，每幢住宅不少于已预售
户数的2%且不少于1人。

开发商应通过搭建网络通讯平

台等形式，做好购房人质量监督小

组报名工作，报名情况、预定人选

等信息，应公示不少于 7 个工作

日，当超过 1/3购房人对小组成员

提出不信任时，开发商应同意予以

更换。

与此同时，新规还明确了工地

开放日检查活动原则上不得少于 3
次，分别为主体与装饰装修工程交

接阶段、安装工程隐蔽阶段和分户

检验阶段，开放区域不得局限于施

工样板、交付样板等样板房。

每次工地开放日检查活动应向

所有已签约购房人开放，建设单位

至少提前7个工作日通知购房人活

动时间、报名方式等事项。

市民关注焦点：监理
单位由建设单位提出是否
科学？

看点看完了，那么到底什么是
全装修住宅？为什么要推广？我县
有没有全装修住宅？市民对全装修
住宅的监督机制又有何看法？记者
也进行了了解。

建设部出台的《商品住宅装修
一次到位实施导则》中指出，装修
一次到位是指在房屋交付前，所有
功能空间的固定面全部铺装或粉刷
完成，厨房和卫生间的基本设备全

部安装完毕，简称全装修住宅。
“推行全装修房，目的在于节

能环保，减少各自装修时材料的浪
费以及装修时间不一带来的噪音污
染和其他纠纷。”县房管部门工作
人员介绍，近年来，越来越多省市
开始推广全装修住宅，不过我县目
前仅有奥特莱斯部分住宅将全装修
交付，届时也会按照此通知来执行
有关监督机制。值得注意的是，
《通知》里的第七条针对的是毛坯
报建、全装修交付的住宅，而奥特
莱斯是全装修报建的，可能并不适
用于这一条。

据了解，全装修住宅在其他地
区和我市推广过程中，房屋装修质
量受到过不少购房者质疑甚至投

诉。此次住宅全装修监督机制新版

发布，被许多市民点赞。不过，也

有市民对该版本里所述的“建设单

位提出不少于3家监理单位作为候
选”表示质疑。网友“灵感”就表

示，由自己提出监督自己的候选

人，就相当于没有监督，应当由购

房者提出。

此外，也有网友提出，购房人
质量监督小组原则上要求为已签约

购房人，并具有工程类相关专业知

识，这一点也不大现实，毕竟很多

购房者都是普通市民，并不具备相
关专业知识，还是需要更专业的第
三方一起进行检查。

住宅全装修新规10月1日起施行

1/3购房者对验收结论不认可就不能通过验收

见习记者 赵祎慧

白天空旷的广场，一到傍晚时分
就迅速被一群大妈们占领了，这是属
于广场舞的时间。统一的舞蹈服、动
感的旋律、整齐的步伐……夜幕下的
广场，因一群广场舞爱好者而热闹，
李爱茹就是这其中的活跃分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家住五丰社区的李爱茹从小就

爱跳舞，从1994年开始，她每天晚
饭后的休闲娱乐，就是在自家门口
跳舞。没想到跳着跳着，吸引了周
边邻居的加入，这一群人慢慢跳成
了一支五丰社区舞蹈队。“当时几乎
没有舞蹈视频可以参考，全靠我一
个人听着音乐编排舞蹈动作，然后
带领大家学习。”李爱茹是这支队伍
的核心人物，在她的带领下，越来
越多的人爱上跳舞。

原本得空就聚在一起搓麻将的
姐妹们，也渐渐弃麻从舞。这群姐

妹们的积极性很高，社区里没有合

适的跳舞场地，就换个地方继续

跳，哪里有空地就去哪里跳。
2008年，李爱茹因为腰间盘突

出前往上海就医，治疗结束后，医

生嘱咐要加强锻炼。李爱茹就给自

己报了老年大学的舞蹈班，结识了

更多的舞蹈爱好者。这群人组建了

一个晨练小团队，一起相约晨练、

跳舞。

直到2014年，李爱茹和小团队

里的老师潘凤雏商量组织一支广场

舞爱好者的队伍。这就是春之韵艺

术团的雏形，从最初创建时的10余
人，跳着跳着，现在已有100余名
成员。

事事亲为热情不减
担任春之韵团长后，李爱茹忙并

快乐着。团队里的成员大都没有受

过专业的舞蹈训练，为了提升团队整

体的舞蹈水平，李爱茹通过自己的努

力，邀请了专业舞蹈老师，到团里授
课或指导。“过去跳舞就是跳舞，现在
通过学习，还知道怎么跳才能保护膝
盖等关节。”

春之韵的名声渐渐被大家熟知
后，也有人邀请团队参加演出活动。
从演出前的排练，到演出当天化妆、
服饰、道具等准备工作，李爱茹都亲
自负责，确保每一位成员都能跳出最
美的风采。

除此，李爱茹还积极发掘新生
力量，为春之韵注入新鲜血液。
2015年，在一场全县广场舞比赛
上，李爱茹认识了现在的副团长葛
爱琴，在李爱茹的极力邀请下，
2018年年底，葛爱琴加入了春之
韵，也将自己的年轻团队带入了春
之韵。“有了新鲜血液的注入，有点
难度的舞蹈也不在话下了。”

广场舞也是时尚潮流
近年来，广场舞已经形成一股

全民参与的热潮，在我县各大公园

广场内，随处可见翩翩起舞的广场
舞队伍。“现在好看的舞蹈太多了，
如果舞蹈不好看，就没人跳。”李爱
茹告诉记者，不少年轻人都只把广
场舞当做大妈们的健身娱乐，其实
它也可以年轻化，成为年轻人的时
尚。

过去大家只管模仿学习，千篇
一律的动作和队形当然吸引不了年
轻人。为了使广场舞更加时尚，李
爱茹和团队成员在音乐、服饰、道
具等各方面进行了创新，“以前就是
行列队伍，站着跳舞”，现在通过舞
蹈创新，让广场舞更有艺术气氛，
新颖的广场舞还能随着不同的音乐
节奏，变换着不同的动作、队形。

当下在不少广场舞队伍里，也
有年轻人的身影，一群男女老少，
跟随着动感的音乐，开启了属于他
们的夜生活。跳广场舞逐渐成为全
民时尚潮流，变成了广场上的一道
靓丽风景线。

广场舞 无法阻挡的时尚潮流

县效县效能办能办、、新闻新闻中心联合主办中心联合主办

百姓事马上办热线：

www.nhnews.com.cn
宁海新闻网

微博：http://weibo.com/bxsmsb
微信公众号：百姓事马上办

65510000

绿畅押金第二批什
么时候退

网友dha：绿畅第一批押金退还
需要收据，可是收据找不到了，卡找
到了，听说第二批凭身份证退，请问
第二批安排在什么时候？

县综合执法局答复：第二批的
退卡时间为11月3、10、17、24日，上
午10:30-12:30，下午1：30-4:30。退
卡地址：宁海县西子国际广场 4 幢
1-9“极米无屏电视”二楼。

道路开挖何时完工
网友ninghai56：城区北斗北

路、天寿路、气象北路、中山路等
地都在大规模地开挖铺设管道，尤
其是天寿路，这里人流密集，路又
窄，还有一所潘天寿中学，每天早
晚有大批学生从这里进出，严重影
响学生上下学，到底何时能恢复路
面平整？

县水务集团答复：污水主管工
程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旨在更好解
决居民污水处理问题，确保居民生
活健康，增强城市排污能力。您所
反映路段属于城区繁华路段，交通
集中，人流量大，路面施工对车辆行
人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我公司为
减少影响面，将工程分割成17个地

块错时施工。目前气象路以东区块
已完成。潘天寿公园周边地块排水
改造工程严格按照《宁海县城市管
理局行政许可决定书》宁城许准字
[2019]第1048号文件规定进行道路
挖掘工作，期限：2019年8月15日至
2019 年11月15日。关于学校门口
的施工问题，施工单位已充分考虑
学校学生的安全和交通问题，先行
对学校门口进行管道铺设，对开挖
沟槽进行回填平整，争取在中秋节
期间对潘天寿小学和潘天寿中学门
口提前进行路面硬化，由于路面硬
化需要一段时间，在水泥路面浇筑
后采取铺设钢板确保路面修复质
量。其他未完成的施工区域，我公
司会督促施工单位做好防护，避免
事故发生，尽量减少对周边居民生
活造成影响。由此给您造成不便，
敬请谅解！

电线裸露请妥善处
理

一网友：体育馆新篮球场东侧
人行道上有一处电线裸露在地上，
自该人行道2018年8月份左右建成
就一直这样存在着，貌似路灯杆的
线路。这样长时间裸露着存在安全
隐患，请相关部门进行妥善处理。

县综合执法局答复：接到你的
投诉后，我局第一时间联系路灯管
理部门。路灯管理部门答复：经查，
情况属实。我局已安排工作人员及
时进行安装。目前该处已安装好路
灯杆。如你有任何关于路灯的问
题 ，可 拨 打 路 灯 所 投 诉 电 话
51108222进行反映。

宁海县公路运输有限公司 车队宁海县公路运输有限公司

66928888 13732136971
商务公务包车（6座、20座、16座、
39座、45座、53座、60座、70座）

（微信手机同号）

宁海中青旅车队
商务公务包车
（6座、19座、31座、39座、53座）65261111 13906605322

商务公务包车
（19座、29座、39座、45座、53座）

13989393993 13989331111
服务

18888695558 15336660229新正企业

专职

厂房买卖 明思教育

电话：81519999
地址：中山东路178弄9幢（星海中学斜对面）

专注初中学科培优受理
等信息大鱼馆餐饮

宁海味道 匠心铸就 品牌老店 不忘初心
老缑城文化主题餐厅（三店宁昌路86号) 美食热线：65222666
大鱼皇府至尊店（北斗北路289号） 美食热线：25595555
会展中心海鲜城(金水路333号） 美食热线：13216687777
竹口桃源店（科技大道2号） 美食热线：13023775888

上班时间（周一至周五）：
上午8:30—11:30 下午2：00—5：30
地址：宁海县时代大道160号宁波银行大厦2楼218室
咨询电话：65577928

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 求租厂房
求租位于桥头胡厂房（靠近梅林也可），面积800-1000㎡，适合

注塑生产，有意者电话联系。电话：13586912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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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韵健 通
讯员 董崇楠） 9 月 11 日 16 时
15分左右，宁海站候车室一位购票
旅客突然倒地并抽搐，情况危急。
售票厅一众旅客见状吓了一跳，有
些旅客纷纷围拢过来，七嘴八舌地
出主意。

这时，一名有医学背景的热心
旅客上前帮忙。“没事没事，不用
紧张”，这位热心旅客一边尽力安
抚其紧张情绪，一边托住他的头部
询问病史，初步判断该旅客系癫痫
发作。

宁海站派出所民警王杰接到通
知也立即赶到现场查看旅客情况，
联合客运部门立即拨打了 120急救
电话。他发现该旅客虽神志清醒但
手臂一直无意识地挥舞着。于是他
一边疏散围观旅客，为病人开辟独
立空间，一边维护现场秩序。从该
病人同行朋友处了解到，他们三人
一起外出务工，是河南商丘同村老
乡，准备一同购票回河南老家，没想
到发生了这种事情。十多分钟后，
救护车到达现场，王杰和医护人员
一起将该病人护送上了救护车。

旅客突发癫痫 警民暖心救助

花好月圆
情满中秋

昨晚，县妇联公益红娘王姐团
队、茶院乡中小学、宁海太平洋国购
店的近百名单身女，受邀来到宁波如
意股份有限公司，与该公司近百名单
身男职工一起开展游园会活动，为单
身男女同胞提供了相互认识、相互了
解、相互牵手的平台。

（记者 李江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