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袁伟鑫
本报讯 日前，浙江省经济

和信息化委员会公布了新“浙八

味”中药材培育品种名单，确定

铁皮石斛、衢枳壳、乌药、三叶

青、覆盆子、前胡、灵芝、西红花为

新“浙八味”中药材培育品种。

其中铁皮石斛、灵芝在奉化也有

种植，特别是铁皮石斛，不少外省

市种植的石斛苗出自我区一家农

业企业。

在新“浙八味”中，名气最大的

要数铁皮石斛。浙江是铁皮石斛传

统主产区，产值占全国的 70%左

右。记者了解到，我区铁皮石斛种

植规模不大，约 200亩。在西坞街

道，有一个铁皮石斛苗的培育中心，

由宁波世纪华夏现代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经营，成立已经10年了。

该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徐国尧介

绍说，他们主要从事铁皮石斛的组

培，就是在实验室恒温恒湿的环境

中培育石斛苗，然后出售给农户种

植，每年可组培 100多万瓶。目前，

主要销售到江苏、安徽、云南、湖南

以及我省的一些地区。

10多年前，铁皮石斛的价格非

常高，鲜石斛每公斤卖到 2000元，

但现在价格只是当时的十分之一。

“目前我们和宁波工程学院开展合

作，将建设加工厂，深度开发铁皮

石斛食药两用的价值。”徐国尧告

诉记者。

区林特总站营林特产科科长吕

道坤告诉记者，我区的气候和生态

环境比较适合中草药的生长。目

前，除了铁皮石斛，还有两个灵芝

种植基地，大堰镇有太子参、白

芨、三叶青的中草药种植基地。他

表示，目前省农业厅对发展铁皮石

斛这样的林下经济非常支持，我区

也开展了小规模的观摩、培训等活

动，鼓励农户规模种植效益好的中

草药品种。

铁皮石斛入选新“浙八味”

不少外省种植的石斛苗出自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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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要求

性别不限，高中/中专，18-30岁，特殊岗位
30-35岁，身体健康，吃苦耐劳，适应倒班

男，高中/中专，18-30岁，对数字较敏感，有
仓管经验或叉车证优先考虑
大专及以上学历，18-30岁，Office办公软
件熟练，性格开朗，1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沟通协调能力佳

大专及以上学历，18-30岁，熟悉各种测量
量具运用，适应倒班

男，高中/中专及以上学历，18-30岁，适应
倒班，持有高压或低压电工上岗证

男，高中/中专，18-30岁，持有电工或钳工
证，有数控设备维修或PLC经验者优先考虑

男，高中/中专，18-30岁，退伍军人优先

男，大专及以上，18-30岁，开朗乐观，沟通
能力佳，会简单维修优先考虑

男，高中/中专，18-30岁，5年以上相关工作
经验，持有A1驾驶证

本科及以上学历，18-30岁，2-5年工作经
验。
CAD/P-roe、OFFice办公软件熟练

大专及以上学历，18-30岁，熟悉办公软件
运用，沟通协调力佳

初中，20-40岁，2年以上烹饪相关工作经
验，适应倒班

初中，20-40岁，较强的责任心及服务意识，
适应倒班

薪资待遇

综合年薪：6-8万元

综合年薪：6.5-8万元

综合年薪：6.5-8万元

综合年薪：6.5-8万元

综合年薪：6.5-8万元

综合年薪：7-10万元

综合年薪：6-8万元

综合年薪：6-8万元

综合年薪：6.5-8万元

综合年薪：6.5-8万元

综合年薪：6-8万元

综合年薪：6.5-8万元

综合年薪：6-8万元

宁波亚德客自动化工业有限公司
3 月 17 日招聘会岗位如下

1.宁波华扬铝业科技有限公司 保安员 2名 2.浙江瑞鹿机电科技有限
公司 装配工 20名 3.宁波绿之健药业有限公司 操作工 10名 4.
宁波利安电子有限公司 注塑操作工 30名 5.奉化市卓越金属制品有
限公司 自动钻床操作工 2名 6.宁波市海日包装纸业有限公司 文

员 3名 7.奉化市浩奇照明电器厂 电子装配工 40名 8.宁波赫德机
械有限公司 激光切割 1名 9.奉化市德佳电子厂 装配工 5名 10.
奉化海贝尔服饰有限公司 普工 5名 11.宁波亚路轴业有限公司 数

控 10名 12.宁波卡西可汽车减震器制造有限公司 去江苏房地产会

计 1名 13.宁波市同舟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仪表车工 12名 14.宁波
奉建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 文员 5名 15.宁波波英电子有限公司
焊接 5名 16.宁波同心九五八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营业员 5名 17.
宁波小康塑料有限公司 销售 5名 18.奉化市天风汽车空压机有限公
司 试车员（压泵工） 2名 19.奉化麦林齿轴有限公司 数控操作 4
名 20.奉化德诺机械有限公司 普工 9名 21.宁波久久阀芯科技有限
公司 清洁工 1名 22.奉化市智越售货机部件有限公司 装配工 50
名 23.宁波佰利刀业有限公司 数控车床 5名 24.宁波先豪塑胶精密
模具有限公司 注塑员工 5名 25.宁波华尔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车

间普工 10名 26.爱科汽车零部件制造（宁波）有限公司 普工 15
名 27.奉化溢达服装有限公司 车缝组长 2名 28.宁波晨普电子有限
公司 采购员 2名 29.宁波西尼液晶支架制造有限公司 装配工 15
名 30.宁波博昂科技纺织有限公司 车缝工 30名 31.浙江锐泰悬挂
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装配工 20名 32.宁波高度纸业有限公司 操作

工 5名 33.科玛（中国）液压设备有限公司 数控操作工 10名 34.
奉化琼台仙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网络运营主管 7名 35.宁波奉化太
平洋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优秀导购 12名 36.宁波奉化恒益微型轴有限
公司 数控 15名 37.宁波威克斯液压有限公司 成品库仓管员 5
名 38.宁波丹盈服饰有限公司 缝纫工 100名 39.宁波恒太太平洋大
酒店 总台收银 2名 40.宁波驶泰轴业有限公司 分选 8名 41.宁
波万海阀门科技有限公司 品管员 11名 42.宁波市成亚健身器械有限
公司 装配工 5名 43.奉化市中宁机械配件厂 带班师傅 5名 44.
宁波长隆电脑绣品有限公司 绣花熟练工 16名 45.宁海县永和豆浆店
奉化分店 厨师学徒 18名 52.奉化区兴李橡塑厂 橡胶出片工 1
名 53.宁波长隆国泰集团 外贸业务员 2名 内贸业务员 2名 针织

车工 50名 针织组长 2名 样衣员 2名 54.奉化锦屏美灵气动元件
厂 自动车/仪表车带班师傅 1名 测试工 2名 55.宁波艾盛服饰有
限公司 跟单QC 2名 整烫 2名 针织车工 20名 针织双针工 20
名 针织检验 2名 针织拷边 10名 印花工 2名 剪线工 5名

56.宁波市世源日用品有限公司 包装工 10名 57.英华日用品有限公司
车间主任 1名 车间文员 1名 机修 1名 58.宁波中道物联科技有限
公司 业务员 5名 业务部经理 1名 技术人员 3名 体验中心主任

1名 前台接待 2名 59.克丽缇娜奉化银泰店 美容学徒 2名 美容

师 2名 60.宁波市捷达物业 人事经理助理 1名 住宅物业项目经理

5名 后勤物业项目经理 3名 储备干部 10名 环卫保洁项目经理 2
名 绿化养护队主管 1名 工程技术人员 2名 医院清洁工 10名 环卫

清洁工 10名 物业清洁工 5名 保安 10名 61.济世机械 生产部

主管 1名 质量检验员 2名 大车床及钻床工 3名 62.奉化市天文印
刷厂 胶印机副手 3名 上光 2名 普工 3名 63.奉化好美佳建材超
市 店长 1名 营业员 2名 客服 1名 业务员 3名 64.维特五金公
司 冲床连续模模具设计制造 2名 冲床连续模操作工 2名，要求有二

年以上的工作经验 CAD制图 1名 装配车间管理 2名，要求二年以上

的管理经验 仓库管理和配货员 各 2名，相关工作经验一年以上 装配普

工 8名 65.宁波富莱机械密封有限公司 装配工 2名 研磨工 2名
熟练操作加工中心师傅 1名 熟练压机工 2名 熟练铣床工 2名 66.
宁波协诚电动工具有限公司 普工 120名 装配工 120名 压铸工 10
名 模具工/学徒 10名 检验员 2名 68.华信国际大酒店 楼层服务

员 3名 客房中心文员 2名 清洁工 2名 前台接待\收银 1名 礼宾

员 2名 69.奉化市大众汽车服务公司 机修工 2名 钣金工 2名 70.
奉化市福得食品机械 加工中心 1名 数控 1名 检验 3名 钻床工

1名 采购 1名 淘宝美工 1名 机械设计 3名 71.奉化市双圈紧固件
有限公司 福利工人 5名 磨床工 3名 72.奉化大酒店有限公司 前

台收银 2名 清洁工 1名 服务员 5名 领班 2名 洗菜工 2名 收

银员 1名 73.宁波现代萨际通移动电话有限公司 手机操作普工 30
名 质检员 10名 74.奉化市绿盈日用品有限公司 汽车脚垫销售员 10
名 75.宁波天歌物业有限公司 管理人员 2名 储备干部 5名 垃圾车

驾驶员 10名 保安员 10名 保洁员 20名 小工 5名 夫妻工 5
名 宾馆前台 2名 绿化工 5名 76.宁波世家洁具有限公司 仓管 2
名 客服 2名 注塑工 5名 文员 2名 77.中国移动奉化分公司 直

销经理 5名 78.奉化市日雅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外园磨工 3名 数控操

作工 5名 仪表熟练工 2名 检验员 2名 打杂抛光 1名 79.宁波奉
化欢喜素雅餐厅 服务员 2名 小点心 1名 80.金太阳钟业 油漆工

2名 装配工 3名 打磨工 3名 普工 3名 81.奉化淼鑫 数控 2
名 普工 2名 82.奉化市德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仪表车师傅 1名 数

控车床熟练工 1名 仪表车熟练工 5名 83.奉化晶煌机电制造厂 数控

操作工 5名 磨床工 5名 办公室文员 2名 副厂长 1名 表面处

理 2名 85.宁波龙飞世纪针织服饰有限公司 生产厂长 1名 车间主

任 1名 后道车间主任 1名 技术科理单 2名 计划科算料师傅 1名
技术质监 2名 车工 30名 86.奉化高新镀业有限公司 操作工 20名
87.奉化市泰兴金属结构厂 电焊工 5名 88.奉化阳光五号花园餐厅有限公
司 餐厅服务员 10名 89.星宇电子（宁波）有限公司 装配工 25名

90.宁波君铭钣金有限公司 数控学徒 7名 91.宁波泰格尔机械有限公司
操作工 5名 92.奉化神舟电连接器有限公司 加工中心、数车调试 4
名 93.宁波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油漆工 5名 94.奉化市精洪自控设备
厂 会做钻床的钳工 2名 95.宁波瑞利时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仓库管理

员 5名 96.宁波灵峰洛克管阀有限公司 数控车床 5名 97.奉化市精华
轴业有限公司 数控 8名 98.宁波市亚腾克里恩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仓

管 5名 99.奉化市永强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普工 5名 100.宁波市皓
盛铁路电务器材有限公司 销售 2名 101.奉化市电机厂 装配工 8名
102.宁波旺潮轴业有限公司 分选工 5名 103.宁波晶美科技有限公司
普工 10名 104.宁波市新远工艺品有限公司 箱包车间车工 11名 105.
奉化市奉拓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数控操作工 2名 106.浙江恒基永昕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 检验 6名 107.奉化市金丰机械有限公司 操作工 5名
108.宁波市奉化三鼎合金钢铸造有限公司 检验 2名 109.宁波市中迪鞋
业有限公司 普工 10名 110.宁波波导股份有限公司 保安 2名 111.
奉化市辉格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氧弧焊工 6名 113.宁波永美电机有限公
司 品质主管 1 名 116. 宁波市奉化兴权活塞杆厂 数控操作工 5 名

118.奉化市恒顺电讯厂 电子产品装配工 5名 119.奉化市舒意金属制品
厂 操作工 5名 120.奉化市科盛微型轴业有限公司 无芯磨 5名 121.
宁波亚德客自动化工业有限公司 操作员 80名 仓管员 5名 品检员 3
名 生管员/计划员 10名 喷砂/磨光 15
名 设计员 5名 工艺员 2名 设备维护

员 3 名 123. 天天环卫公司 倒桶 11
名 136.奉化市如意铸造有限公司 模具三

维造型 2名 142.上海上房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奉化分公司 电工 5名 144.奉化市
朝旭机电配件厂 检验 8名 148.宁波市
立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师 1
名 158. 奉化市飞固凯恒密封工程有限公
司 外圆磨床 2名 164.宁波龙和服装有
限公司 平车流动工 6名

记者 许犇
通讯员 关春然 孙幸尔
本报讯 日前，区市场监管

局锦屏所召集辖区全体会议营销

经营者，召开规范会议营销推进

会，通过培训授课、签承诺书等形

式，推广“两备案”“三公示”制度，

规范会销企业的经营行为，并要

求实行七天无理由退货，给会议

营销上了一道 “紧箍咒”。

“经常有会议营销商家打着亲

情服务的牌子，向老年人推销各种

保健产品，声称能治疗高血压、糖尿

病等顽疾，把价格标得天高，买了之

后还不给退货。”该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为此，我区在会议营销经营者

中推广“两备案”“三公示”制度，要

求经营者履行七天无理由退货制

度，在不影响产品二次销售的情况

下，给予消费者七天无理由退货的

后悔权。

所谓“两备案”“三公示”即：会

议营销经营者在活动举办前 3日必

须将《会议营销规范经营承诺书》和

《会议销营事前备案表》到监管机关

事前备案；在会销场所醒目处，将会

议营销经营者的营业执照和许可

证、《会议营销规范经营承诺书》、产

品合格证明文件亮相公示，并标明

本产品不能够代替药品。

据悉，该局执法人员将通过定

期巡查和错时突击检查，加强对会

议营销行为的事中监管；采取随机

抽查、暗访暗查的方式，检验检测会

销产品质量，重点查处举办方的无

证超证销售行为、虚假宣传行为、销

售不合格或销售非法添加药品的食

品的行为、假冒伪劣产品行为和传

销行为，并及时向消费者发出消费

警示。

七天无理由退货

会销产品上了“紧箍咒”

任重道远 记者 袁伟鑫

记者 朱晓冬
通讯员 张桥波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区人力社

保局获悉，我区日前公布了幸源药

房有限公司等 24家新增加的基本

医疗保险定点医药机构（结算点）。

其中新增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

构 7家、结算点 5个、医保定点零售

药店12家。

据了解，本次我区新增的 24家
医保定点医药机构（结算点），是根

据《宁波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药

机构协议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经过

申请受理、审核联查、专家评估、社

会公示等程序，最终确定并公布

的。至此全区共有基本医疗保险定

点医疗机构 82家、结算点 46个，医

保定点零售药店89家。

24家新增医保
定点医药机构公布

记者 蒋凯 通讯员 胡旦
本报讯 近日，五星志愿服务

队、蓝纽带志愿服务队、捷达阳光家

园在区人民医院举行志愿者常驻基

地揭牌仪式活动。区直属机关党工

委、区司法局、区卫生计生局、锦屏

街道办事处、区人民医院、捷达公司

等单位领导和百余位志愿者参加揭

牌仪式。

在仪式之后，志愿者参加了导

医、挂号、捡垃圾等志愿服务。据了

解，三家机构的志愿者将不定期在

区人民医院开展各项志愿服务。对

此，一位老婆婆表示，“我年纪大了，

对看病流程不熟悉，有了志愿者的

帮忙，方便很多，感谢他们。”

服务就医群众

志愿者走进医院建立常驻基地

栖凤渔民捕获
罕见中华锦绣龙虾
体长1.2米，重达2.25公斤

记者 徐华良
通讯员 袁盈波
本报讯 昨天早上 5时左右，

莼湖镇栖凤村渔民谢红波在舟山海

域，惊喜地捕捉到一只罕见的中华

锦绣龙虾。这只龙虾通体透亮、色

彩斑斓，体长1.2米，重达2.25公斤，

一度刷爆了当地朋友圈。

谢红波说，捕了大半辈子鱼，

在沿海三镇还没听说有人捕到中华

锦绣龙虾。现在，这只中华锦绣龙

虾养在捕捞船的活水舱里，有不少

人主动与他联系，了解存活和价格

情况。

区海洋与渔业局渔政渔监科工

作人员沈延博介绍，中华锦绣龙虾

是龙虾中体型最大的，也是世界名

贵的经济虾类，在我国主要分布在

南海和台湾海域，生活在珊瑚外围

的斜面至较深的泥沙质地。在古

代，中华锦绣龙虾被称为“神虾”。

目前体型较小的锦绣龙虾，市场估

价也在每公斤400元左右。

据了解，一些海鲜餐厅常购入

大型龙虾，作为摆饰水族箱或制成

干制标本，以招徕顾客及人气。中

华锦绣龙虾由于个体大，也常被一

些水产养殖爱好者作为蓄养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