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朱从谷

根据“浙发改价格 〔2020〕
193号”文件精神，从今天起，我
省机动车检测检验服务收费实行市
场调节价，省内诸如温州等地的机
动车检测检验机构已公示涨价，涨
价幅度每辆车约100元。那么，我
市机动车检测检验服务收费会涨价
吗？昨天，记者经过多方了解获
悉：涨价几成定局，可能会在7月
中旬以后。

今年6月2日，省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发文，决定对机动车检测检
验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由机
动车检测检验服务机构依据生产经
营成本、市场供求与竞争状况、社
会承受能力等，自主确定收费标
准。

该文要求各机动车检测检验服
务机构要严格遵守《价格法》《反
垄断法》等法律规定，遵循“公
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自
觉规范收费行为，提高服务质量和
效率，切实为服务对象提供质价相
符的服务。同时，要求服务机构严
格落实明码标价制度，在经营场所
醒目位置及企业官方网站公示收费
项目、收费标准、服务内容、投诉
举报电话等信息，自觉接受社会监
督。凡拟调整收费标准的，应至少
提前15天向社会公示。

机动车检测检验服务收费包括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收费和机动车
排气检测收费。目前，我市共有

“众泰-澳泊森”“振德”“巨通”
等3家机动车检测检验服务机构共
4个服务网点提供机动车检测检验
服务，网点分布在兰江街道、低塘
街道、泗门镇和丈亭镇，其中“众
泰-澳泊森”为国有加民营模式运
行，其余均为民营资本。

“近年来，国家对机动车的检
测项目不断调整，尤其是机动车尾
气排放标准由国Ⅲ逐步提升到国

Ⅳ、国Ⅴ、国Ⅵ，为了适应新要
求，检验机构必须不断升级技术和
添置设备，加上人工成本的上涨，
导致检验检测成本逐年上涨。而与
此同时，物价部门核定的检测收费
标准还是以前的，一直没有上调，
让检验机构承担的成本压力越来越
大。”

市机动车辆检测服务站（“众
泰-澳泊森”）相关负责人金先生
告诉记者，目前，一辆小型汽车检
验检测费182元，包括120元的安

全技术检验费和62元的排气检测
费。“安全技术检验费20多年来只
在前年增加了20元，排气检测费
从2013年建站开始到现在就没有
涨过价。”金先生说，为了适应环
保新要求，市机动车辆检测服务站
仅去年的设备升级费就超过300万
元。

那么，机动车检测检验服务收
费放开后，我市机动车检测检验收
费会涨价吗？记者从我市3家机动
车检测检验机构了解到，运营成本
上去了，服务收费肯定会涨，至于
涨多少，几家机构尚在相互观望
中，同时都在进行生产经营成本核
算，为价格调整做准备。不过，一
民营检测机构负责人向记者表示，
他们会参照国有检测机构的调价标
准决定涨价幅度。

当然，根据要求，机动车检测
检验机构如果要调整价格，必须提
前15天对外进行价格公示。记者
综合了解到的信息，我市几家机动
车检测检验服务机构在6月30日
前均没有对外进行价格公示。也就
是说，如果有机构今天公示价格，
那么调价就在7月15日之后。

今起我省机动车检测检验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

我市车辆检测费近期或上调

昨天，在市机动车辆检测服务站，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动车进行环保底
盘检测。 记者 朱从谷摄

本报讯（见习记者 胡张远
通讯员 杨阳）近日，两家物业公
司因未对所服务小区履行生活垃圾
分类管理责任，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对其作出了分别罚款700元的行政
处罚决定。这是我市实施《宁波市
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以来，首
次对物业公司开出罚单。

6月 22日下午，市综合行政
执法局凤山中队对辖区内的居住小
区进行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检查。在
东城社区某小区，执法人员发现在
垃圾分类示范点内，没有摆放垃圾
桶，未按规定放置收集容器。在东
江社区某小区，执法人员发现该小
区内大件装修垃圾乱堆放，存在管
理不到位等情况。

发现情况后，执法队员立即联
系到两个小区的物业公司，向物业
公司负责人说明情况，要求协助调
查，并发放责令改正通知书。

同日，凤山中队对上述两小区
物业公司分别以未按规定放置收集
容器和未建立生活垃圾日常管理制
度进行了立案调查。23日上午，
两家物业公司负责人来到中队接受

调查询问，执法队员详细告知他们
垃圾分类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
及处罚的法律依据。

“我们物业真的要重视垃圾分
类这项工作了，和居民一起做到垃
圾分类并正确投放。”涉事物业公
司负责人在受到处罚后说。

自今年5月份起，我市启动居
住小区“生活垃圾分类质量提升”
百日攻坚行动，在200余个小区发
起垃圾分类“全民运动”。市综合
行政执法局加大执法力度，截至目
前，累计组织开展专项执法行动
60余次，依据《宁波市生活垃圾
分类管理条例》查处违规案件653
起，罚款近3.5万元，切实提升市
民垃圾分类意识和垃圾分类成效。

“处罚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
警示企业不能对垃圾分类存在‘法
不责众’的侥幸，应及时履行其责
任人的义务。”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凤山中队负责人说道，“物业管理
单位作为小区垃圾分类责任人，要
立足自身职责，做好垃圾分类宣
传、引导工作，共同把我市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推向深入。”

不履行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两家小区物业公司被处罚

本报讯（通讯员 徐燮彪 吴
珊） 6月28日，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在梁辉小学旧址挂上了历史建
筑的牌子，至此，全市公布确定的
109处历史建筑都挂上了牌子，我
市历史建筑确定工作圆满收官。

为更好地保护和弘扬优秀传统
建筑文化，建设有历史记忆、文化
脉络、地域特色的美丽余姚，根据
历史文化街区划定和历史建筑确定
的相关要求，我市开展了市域范围
内历史建筑确定的相关工作。共确
定历史建筑109处，其中，城区范

围 22处，于 2017 年公布确定名
单；市域范围 （城区以外） 87
处，于2019年初公布确定名单。

此次历史建筑普查范围为余姚
市域范围的 6 个街道，15 个乡
镇，实现了城乡全覆盖。历史建筑
分类多样，包括民居、宗祠、寺
庙、纪念碑、桥梁、埠头等，实现
全面、全域的历史文化资源普查。

据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筑与
市政工程科负责人说，“首先，我
们通过对市志、县志、书籍等文献
资料的梳理，厘清历史文化发展脉

络，厘清城镇建设与历史文化特色
的关系。其次，根据全国第三次文
物普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等已有数据
资源，开展信息挖掘工作。第三，
广泛征集意见，结合相关部门、公
众、专家推荐，形成普查初步名
单。第四，经过普查调查、实地调
研，获得第一手普查资料。”

“对确定的历史建筑，我们制
定了针对性保护措施。如编制历史
建筑保护图则。从每一处历史建筑
自身特点出发，围绕保护利用定制

化做细精准保护文章。明确基本信
息、保护范围、保护对象、保护整
治措施，记录每一处历史建筑的主
要立面、平面布局、主体结构、保
护特色要素等。”这位负责人说。

据了解，在历史建筑的普查到
确定的过程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广泛宣传，面向全体市民征集尽
可能多的线索，为历史建筑确定工
作的开展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
围，激活公众参与历史文化资源保
护的民间意识，让保护历史建筑成
为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全市109处历史建筑完成挂牌

■本报记者 张 敏

交通肇事后百般抵赖，企图找
朋友“顶包”逃避刑罚，最终落得
个加重刑罚。近日，市法院公开宣
判了一起危险驾驶案，判处犯罪嫌
疑人阿东拘役5个月又15日。

阿东是一名重型货车司机，小
魏是他的搭档，今年3月份的一
天，他俩和朋友在一家饭店吃饭，
其间都喝了点白酒，阿东喝得比小
魏多多了。酒足饭饱后，按理说阿
东就不应该再开车了，但他一来怕

麻烦，二来心存侥幸，就带着小魏
开着货车走了。车辆行驶到一个村
庄边时，突然失控，直直地撞上了
老王家的围墙。围墙在巨大的撞击
声中轰然倒塌，老王在睡梦中被惊
醒。

事故发生后，阿东慌慌张张下
车查看，遇上了同样出来查看情况
的老王。老王一看满院狼藉，就向
阿东索赔2000元损失。阿东不愿
意，仗着酒劲和老王吵了起来。老
王准备报警。一听老王说要报警，
阿东慌了神，他知道自己酒后驾

车，肯定免不了被处罚，于是赶紧
上车叫醒了小魏，以“担心保险公
司不给理赔”为由，劝说小魏“顶
包”。

没过多久，交警就赶到了事故
现场。面对交警的询问，阿东百般
抵赖，说车不是自己开的。然而，
交警根据现场痕迹勘察结果，发现
了阿东的可疑之处。在经验老到的
交警面前，阿东很快就坦白了，交
代了撞车后企图找人前来“顶包”
的事实。随后，交警带两人进行抽
血检测，结果显示阿东属醉酒驾

驶。最终，警方采取了强制措施，市
法院判处阿东犯危险驾驶罪。

“‘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
危险驾驶酿成的悲剧频发，其屡禁
不止的背后是司机侥幸心理的作
祟。本案中，阿东酒后驾驶机动车
上道路行驶，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企
图找人冒名顶替逃避法律的惩处，
错上加错，本院根据本案实际情
况，作出了加重刑罚的判决。酒令
智昏，后悔已经太迟，阿东当庭表
示以后一定远离酒驾。”审理此案
的法官说。

醉驾撞墙后企图找人“顶包”
市法院：从严处罚

本报讯 （记者 张敏 通讯
员 潘成兵）“我之前也听说过电
信诈骗，但对电信诈骗方式的了解
并不多。通过这次反诈宣传活动，
让我对电信诈骗有了新的认识。在
今后的工作与生活中，我一定会小
心警慎、不乱信、不掉进骗子的圈
套。”阳明街道长安社区居民王阿
姨把街道发放的防电信诈骗宣传资
料仔仔细细看了一遍后说。近日，
阳明街道启动“防电信诈骗宣传进
校园、进企业、进商场、进社区”
的主题宣传活动。

为了解决防诈骗系列宣传活动
针对性弱、群众知晓率低、参与互
动意识单薄等问题，阳明街道创新
反诈骗宣传手段，创立“三不一
要”即“不透露、不轻信、不汇

款、要及时报案”工作法，并联合
市公安局阳明派出所在“阳明派出
所微警务”公众号开设了防电信诈
骗专栏，拍摄反诈宣传小视频2
部，创作反诈宣传小故事1则，以
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面对面宣
传，让平安宣传走进群众心里。

除此之外，该街道还通过“道
德模范”引导、警校互动的形式，
扩充反诈骗平安宣传的力量，不断
扩大防电信诈骗宣传的广度与深
度。截至目前，该街道辖区2个道
德团队20余名群众身边的“道德
模范”已经加入了反诈骗宣传队
伍，发放各种防电信诈骗宣传资料
1.5万份，进一步增强了该街道反
诈骗工作的主动性、影响力与说服
力。

阳明街道开展防电信诈骗宣传

本报讯（通讯员 王文苗）连
日来，低塘街道低塘村组织人员对
全村第一轮评选出来的800多“美
丽庭院”户逐一进行挂牌，以进一
步引导全村妇女用巧手和智慧打造
绿荫满园、鸟语花香的美丽庭院，
用精思与匠心共建环境优美、生态
宜居的美丽家园。

自5月份以来，低塘村妇联以
“六清六净”提升农村人居环境专
项行动为契机，号召广大妇女做美
丽家园的守护员、设计员、宣传员
和传承员，并开展了以环境清洁卫

生美、摆放有序整齐美、庭院环境
协调美为主要内容的庭院整治行
动。广大妇女按照“洁、序、美”
的标准，积极动手清除垃圾、清理
杂物、清扫房屋、绿化庭院，努力
让家园净起来、绿起来、美起来，
以自家“小环境”的改善来带动村
庄“大环境”的提档升级。在此基
础上，低塘村妇联开展了此次“美
丽庭院”评选活动，全村1800多
农户第一轮共评选出“美丽庭院”
800多户，并逐一进行了挂牌表
彰。

低塘村选出800户“美丽庭院”

近日，在电力工人的辛苦施工下，兰江街道上菱新村小区内35根电
线杆及架空导线全部移除，借此小区顺利完成强弱电入地工程，小区改造
即将完美收官。居民表示，电线杆移除后，空中“蜘蛛网”不见了，小区
显得更加干净整洁，天空都宽广了。 通讯员 胡茗尔摄

空中“蜘蛛网”不见了

昨天，三七市镇魏家桥村在孙
家、冯家等自然村的河道进行防护
栏安装。

前段时间，魏家桥村为保障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落实防溺水专项
工作，对 11 条河道安全隐患进行
排查，并积极落实整改措施，将对
2000 余米河道安装防护栏、设立
警示牌 20 块，预计投资 30 余万
元。同时做好防溺水培训和入户宣
传，筑牢夏季安全防线。

记者 张旭东摄

河道护栏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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