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印发<税务师职业资格暂行规定>和<税

务师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人社部

发[2015]90 号）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

2017 年度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计划及有关

问题的通知》（人社厅发[2016]174 号）文件精

神，2017年度全国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工

作已于2017年4月20日开始，截至6月20日（报名

系统每天 24小时开放），报名方式为网上报名，网

址 https://ksbm.ecctaa.com/。具体事宜请登录中国

注册税务师协会或宁波市注册税务师协会网站查

询。

宁波市注册税务师协会

二O一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关于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的通告
因中山路各横向道路范围扩大，管线复杂，施工难度

大，影响施工进度，无法按期恢复通行。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的有关规定，决定中山
路(海曙段)沿线横向道路进行交通管制延期，具体如下：

一、亨六巷、花池巷单行管制延期至 2017 年 5 月 15
日施工期间全天禁止一切机动车辆在亨六巷(花池巷—
中山西路)由北向南通行，花池巷(布政巷—亨六巷)由西
往东通行和花池巷(卖鱼路—亨六巷)由东往西通行。

二、水仓巷全封管制延期至 2017 年 5 月 15 日，施工
期间全天禁止一切车辆和行人在水仓巷(中山西路—陈
家巷)通行。

三、老实巷单行管制延期至 2017 年 5 月 10 日。施工
期间全天禁止一切机动车在老实巷(中山东路—华楼街）
由南往北通行。

四、厂堂街全封管制延期至 2017 年 5 月 10 日。施工

期间全天禁止一切车辆和行人在厂堂街(中山东路—县
前街)通行。

五、国医街全封管制延期至 2017 年 5 月 10 日。施工
期间全天禁止一切车辆和行人在国医街(中山东路—县
前街)通行。

六、东渡街全封管制延期至 2017 年 5 月 10 日。施工
期间全天禁止一切车辆和行人在东渡街(中山东路—咸
塘街)通行。

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配合现场
交通管理人员指挥，遵照现场交通标识指示，缓速通行，
确保安全。

特此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宁波市市政工程前期办公室
2017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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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杨
燕丽）昨天，从京沪等全国各地赶来
的43家家政企业带着300多个实习
岗位，来到宁波卫生职业学院。为将
该校家政服务专业90名应届毕业生
顺利揽入，纷纷开出了每月 1500
元至3000元不等的带薪实习价码。

“我们企业的岗位就是为你量
身定做的，期待你的加入”……昨天
在宁波卫生职院综合大楼二楼平
台，这种声音不绝于耳。企业和学生
双方当场签订实习意向书。挑到中
意学生的企业和选到合适实习岗位
的同学笑容满面。

宁波市家庭服务业协会会长、

宁波市海曙大众社区服务有限公司
董事长莫小芬是第 3年赶来“抢”学
生了。第一年抢了 4个，第二年抢了
6 个，今年当场抢了 9 名同学。前两
年实习的 10 名同学，有 5 名留在了
公司。“这些家政专业毕业生很接地
气，能到一线服务，又能用所学的专
业知识更好地管理公司和服务客
户。”她说，现代家政企业发展十分
需要这样的人才。

昨天，2015 级家政服务与管理
专业 1 班的肖剑满意地走出招聘
现场。他开心地告诉记者，已成功牵
手宁波市三个阿姨信息科技公司，
公司允诺的实习期间月薪 2500 元

左右。“不少同学还在为实习岗位担
忧，我被当作宝贝一样地抢，实习还
有工资拿。”

记者在招聘会现场转了一圈，
发现不同岗位开出的带薪实习价码
在1500元至3000元，2500元的实习
月薪较为常见。

宁波创乔科技信息公司（轻松
妈妈）的人事经理，也是该校家政专
业的首届毕业生李煜露，昨天又来
现场招聘学弟学妹。她说，随着社会
分工的进一步细化，生活节奏的加
快，家政行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会
越来越大，能上一线、又会管理的人
才价码会越来越高。

宁波卫生职院家政服务专业主
任朱晓卓老师在接受采访时说，家
政专业开办的 4 年里，学生和家长
观念有了很大变化。学生的职业认
可度稳步提升。去年9月录取93人，
实际报到 86 人，报到率达 92%，第
一志愿率达 12%。而 2013 年首次招
生时无第一志愿，9 成多学生来自
专业调剂。眼下，家政专业在校生规
模已达249名。

据介绍，宁波卫生职院首届家
政专业毕业生超过八成在家政服务
领域就职，学生留在家政服务行业
发展的意愿显著增强，为行业输入
了新鲜血液。

43家家政企业到卫生职院“抢”学生

本报讯 （记 者 陈敏 通 讯
员 王艳芳 张基隆） 患了高血
压但没什么感觉，就可以不用服
降压片？鄞州人民医院 ICU 病房
收治的这位病人用鲜活的生命给
出了答案。

今年 50 多岁的张某已有 5 年
多的高血压病史，平时自己坚持
监测血压，医生要求他口服降压药
控制血压。那天早晨，妻子帮他测
血压时发现超标，提醒他该吃药
了，但张先生觉得没有不适，又急

于上班，没吃降压药便匆匆赶着去
了。2个小时后，坐在办公室的张
先生突然感觉头晕、头痛，随之出
现神志不清、呼之不应，同事们急
忙把他送到医院救治。入院检测
时，体温高达 39.7℃，CT 提示：
脑干出血。

由于脑干出血破坏了联系丘
脑下部调节体温的纤维，出现中
枢性高热，同时呼吸不规则，病
情迅速恶化，张先生最终没能救
回来。

鄞州人民医院急危重症学科带
头人、心血管专家陈国忠主任医师
在接受采访时说，高血压是目前全
世界公认引发脑卒中的首要危险因
素，血压越高以及高血压维持的时
间越长，脑卒中发生的可能性就越
大。很多患者往往在治疗期间感到
症状减轻或者消失，就自作主张间
断用药，这样的服药方法很不好，
会造成血压忽高忽低，使得血压得
不到长期控制。

陈国忠提醒广大高血压患者，

一定要注意避开这几个致命错误：
随意间断用药，如果血压平稳一个
阶段后，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适当
减少药量，但不可擅自停药；睡前
服用药物，人入睡后，血压会自然
下降，临睡前服用降压药，使心、
脑、肾等重要脏器发生供血不足，
甚至诱发脑血栓或心肌梗死；血压
峰值在傍晚，其实血压的峰值出现
在每天早上6点至12点，当晨间监
测血压过高时，一定要口服降压
药。

高血压没感觉就不用服药？
这个病人没能救过来的经历令人扼腕

本报讯（记者王岚 海曙记者
站张黎升 张立）平均 50 多厘米
厚、总量超过 5 万立方米的月湖底
部沉积淤泥，是水质污染最大“元
凶”。随着月湖南区“见底”，湖底清
淤排上日程。昨日，月湖水生态综合
整治现场，海曙借助高科技设备，开
始将月湖底淤泥就地变成“宝贝”，
破解了淤泥消纳难题。

无害化处置数量庞大的淤泥是
月湖水生态综合整治面临的一道新
课题。“以往的处理方式一般是填
埋，不仅浪费土地还会造成二次污

染。”负责整治工程的天河水生态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天河公司）

“搬来”了目前国内最先进的全套淤
泥固化系统，通过压滤等工艺手段，
最终可就地将成堆淤泥制成绿色环
保的肥料。

笔者在现场看到，月湖底层淤
泥首先在冲洗下被强力吸入泥浆汇
总池沉淀。随后，淤泥输进调节池，
经过与添加的辅助剂充分搅拌和作
用，再进入储存池，等待最后“干化
固化”。现场安置有四台崭新固化设
备，淤泥经泵送进设备没多久，机器

就开始“吐出”一块块灰黑色的蜂窝
状泥饼，同时还有清水从两侧流出。
整个过程几乎无异味，且全套自动
化操作。据介绍，这四套固化设备每
天最多可处理淤泥2600立方米。

“月湖底泥主要受生活污水污
染，氮、磷、有机制含量‘三高’，制成
泥后是很好的肥料。”天河公司董
事长童宁军介绍，压滤后制成的泥
饼，含水量在60%左右，可直接作
为栽种植物的营养土，用于改良土
壤或建筑烧砖。压滤出的清水，则
可作园林浇灌和道路冲洗，就地应

用。
海曙区相关部门表示，在月湖

整治成功基础上，海曙区计划选择
一个固定处理点集中固化全区河道
清淤产生的淤泥，做到淤泥减量
化、无害化和资源化。

随着月湖整治工程的迅速推
进，工地现场制成的营养泥饼也将
日益增多。天河公司表示，为普及
资源无害化利用理念，真正实现变
废为宝，公司愿意免费提供泥饼供
有需求的单位和市民使用，有意者
可拨打联系电话87436999。

喝进“浑泥水”吐出“营养土”
海曙月湖底淤泥借助科技就地“变废成宝”

明天是世界地球日。昨天上
午，镇海宝山幼儿园的小朋友们通
过手绘地球卡通画、体验“太空”
之旅、环保秀等丰富多彩的主题活
动表达了自己热爱地球，为保护环
境贡献自己力量的愿望。

（徐文杰 沈颖 摄）

我们

爱地球

本报讯 （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朱尹莹 池瑞辉） 从昨天起，

《海曙区教育局 2017 年初中招生
工作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 在
海曙教育网上进行公示。

记者了解到，因行政区划调
整，今年义务段招生属于过渡
期，原则上区直属初中仍执行原
海曙区招生政策,坚持“中小学校
校对口”的原则。西片区初中仍
执行原鄞州区招生政策，坚持义
务教育阶段分级办学、属地管理
原则，由各镇乡 （街道） 统筹安
排,各教辅室具体实施。

区直属初中招生学区为原海
曙的 8 个街道，实行校校对口政
策，并对回城就读、政策类照顾
等作了规定。宁波市实验学校、
海曙区段塘学校和海曙外国语学
校为九年一贯制学校，小学部学
生直升本校初中部。

海曙西片区初中的招生范围
为新划入的九个镇乡 （街道），基
本延续该片区去年的招生政策，

未作重大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要求回原籍

地就读初中的非海曙户籍小学
应 届 毕 业 生 （原 籍 地 房 产 证 、
户口簿地址必须一致且房产证
产 权 100% 为 学 生 父 亲 或 者 母
亲、户口本户主为学生父亲或
者母亲） 需填写 《2017 年海曙
区小学毕业生要求回原籍所在
地初中就读申请表》，并附上该
生在原籍地的户籍证明、房产
证明和原籍地的服务区初中同
意接收证明。

公办初中招生实行零择校政
策。初中期间擅自择校、人卡分
离的学生，初中毕业时将取消定
向保送资格。小学应届毕业生及
其家长若自愿放弃升入对口初中
的权利，而选择其他初中就读，
如申请转回对口初中，则该生不
再视作服务区学生。

据悉，初中招生时间在 2017
年 6 月 30 日前，西片区由各镇乡

（街道） 教辅室确定具体日期。

海曙区2017年
初中招生政策昨发布

本报讯（通讯员许亚波 记者
蒋炜宁）昨天，宁波国家高新区（新
材料科技城）2017 年小学招生政
策出台。今年，高新区所有学生统
一实行网上报名

值得一提的是，“住户一致”的
学龄儿童，如同一套房子内已有其
他家庭的孩子在该校就读，不再视
作服务区学生，由教育文体局统一
安排学校入读；学龄儿童父（母）在
高新区内有住宅房（房产所有权为
儿童父母共同完全拥有或单独完
全拥有），但户口未迁入的学龄儿
童，由教育文体局统一安排学校入

读。如该房产已有其他家庭的孩子
在该区就读，将不再安排就读。

记者了解到：因区划调整，
2016 年贵驷街道教育纳入高新区

（新材料科技城）管理，作为过渡
期，执行镇海区招生政策，2017 年
区内实行招生政策一体化。

今年，高新区将统一实行网上
报名。该报名平台于 4 月 25 日-5
月5日开放。

高新区 GX03 地块翔云小学
（暂名）已在建设中，学校建成后，
将对高新区小学教育服务区招生
地段进行适当调整。

高新区小学招生政策出台
今年统一实行网上报名

本报讯 （通讯员杨一晨） 一
年一度的九龙湖(宁波)国际半程
马拉松赛将在 4 月 23 日开赛，为
了保障参赛选手顺利完成比赛，
宁波市第七医院作为赛事定点救
治单位，为赛事作了充分的准备。

为提高医疗保障服务医护人
员的急救技能，医院多次组织医
疗、护理、后勤保障等不同层面
的培训，组织学习急救相关知
识，开展除颤等相关的急救技能
培训与考核工作。医院还结合往

年的保障经历及赛事可能出现的
突发情况，在 4 月 19 日举行了急
救演练，进一步提升保障团队对
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

据该院医务科科长贺承伟介
绍，本次马拉松比赛，七院组建
了 4 支由多名医护骨干组成的应
急抢救小组，分别派驻在马拉
松沿途的不同医疗站中，力求
在比赛当天给参赛选手提供最
贴心的医疗服务，为选手们保
驾护航。

七院全力为“九马”保驾护航

中学

宁波市东恩中学

宁波市李兴贵中学

宁波市
第十五中学

宁波市实验学校

老校区

实验校区

小学

镇明中心小学 翰香小学
广济中心小学广济街校区

南苑小学 尹江岸小学

海曙中心小学 高塘小学
新芝小学

孙文英小学 中原小学
爱菊艺术学校

广济中心小学世纪苑校区
华天小学 范桂馥小学

信谊小学

宁波市实验小学

2017年海曙区直属初中对口招生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