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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任命：
张良才为宁波市人民政府秘书长；
王仁元为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
彭朱刚为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陈炳荣为宁波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
黄志明为宁波市教育局局长；
励永惠为宁波市科学技术局局长；
金黎萍为宁波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
黎伟挺为宁波市公安局局长；
周忠贤为宁波市民政局局长；
吕强为宁波市司法局局长；
叶双猛为宁波市财政局 （宁波市地方税务局） 局长；
陈瑜为宁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孙义为为宁波市国土资源局局长；
郑进达为宁波市环境保护局局长；
王丽萍为宁波市规划局局长；
陈寿旦为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主任；
郑一平为宁波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宁波市城市管理局） 局长；
张世方为宁波市交通运输委员会主任；
劳可军为宁波市水利局局长；
李强为宁波市农业局局长；
许义平为宁波市林业局局长；
张延为宁波市商务委员会主任；
张爱琴为宁波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
张南芬为宁波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
陈佳强为宁波市审计局局长；
陈少春为宁波市海洋与渔业局局长；
任学军为宁波市粮食局局长；
李浙闽为宁波市旅游局局长；
张霓为宁波市体育局局长；
谢月娣为宁波市统计局局长；
徐柯灵为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宁波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局长；
徐光宪为宁波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
陈强为宁波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
叶荣钟为宁波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
顾正为为宁波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主任；
张利兆为宁波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主任；
张极星为宁波市人民政府口岸与打击走私办公室主任；
汤思敏为宁波市人民防空办公室主任；
丁海滨为宁波市经济合作局局长；
姚蓓军为宁波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主任；
徐红为宁波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

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命名单
（2017年4月26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主任委员：翁鲁敏 （女）
副主任委员：朱金茂 董学东
委员：（按姓名笔画为序）
赵永清 姚志坚 顾卫卫 （女） 钱建康 徐卫民 曹德林

宁波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2017年4月26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一、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主 任：陈德良
副主任：郑雅楠 （女） 肖子策
委 员：（按姓名笔画为序）
王梅珍 （女） 回 娜 （女） 吴国平 邱智铭
应建华 范 云 （女） 段逸超 娄国闻
钱 政 徐建民 陶 琳 （女） 蔡祖红
二、市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工作委员会
主 任：何乐君
副主任：陈卫中 宋惠明
委 员：（按姓名笔画为序）
叶 明 宋吉林 陈元祥 易 鹤 柯武恩 （女）
钱雪华 曹 云 童全康
三、市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
主 任：胡望真
副主任：董国君 裘蓉 （女）
委 员：（按姓名笔画为序）
卢叶挺 吴 杰 吴宗良 沈国强 宋汉平
张松才 周业勇 黄炎水 熊续强
四、市人大常委会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
主 任：王乐年
副主任：刘必谦 戴建国
委 员：（按姓名笔画为序）
叶元海 朱升海 安学君 （女） 汪 沂 （女） 陈常锡
罗 进 周康健 郎文琴 （女） 施建耀 童文俊 （女）
五、市人大常委会城市建设与环境资源保护工作委员会
主 任：俞 进
副主任：方晓红 （女） 郑安源 崔伟高 （兼）
委 员：（按姓名笔画为序）
王文成 王纪跃 （女） 王秀芳 （女） 王 侃 叶鸿星
朱哲生 邬向东 徐 虹 （女） 章 波 蔡申康
六、市人大常委会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
主 任：杨小朵 （女）
副主任：孔 萍 （女） 李红国 张定龙 （兼）
委 员：（按姓名笔画为序）
阮列敏 （女） 杨 杰 杨忠剑 邱海燕 （女） 汪海明
洪 霞 （女） 徐剑光 崔 平 （女） 梁 丰 韩利诚
七、市人大常委会民族宗教侨务外事工作委员会
主 任：伊敏芳 （女）
副主任：那雁翎 （女） 唐安祥
委 员：（按姓名笔画为序）
王爱民 （女） 陈跃鸣 范 德 周 芳 （女） 胡 宇（女）
界 源 钱光发 黄伟君 （女） 潘一红 （女）
八、市人大常委会代表人事选举工作委员会
主 任：董学东
副主任：曹德林 虞存斌
委 员：（按姓名笔画为序）
李 鑫 张江平 陈海滨 邵迎春 （女） 周海杰 赵永清
姚志坚 顾卫卫 （女） 钱建康 徐卫民

宁波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各工作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2017年4月26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免去：
任学军的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职务。

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免职名单
（2017年4月26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任命：
赵光辉为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免去：
金珊的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宁波市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
（2017年4月26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本报讯（记者仇九鼎 通讯
员王幕宾） 随着全市电网建设和
推进，目前全市电网整体供电能
力充足。据昨日全市电网建设大
会预测，今年我市电网最大用电
量将达 1200 万千瓦，同比增长
4.7％。

近年来，随着我市电网大规
模建设，电网供应量已适度超前
于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但局部区

域仍然存在变电容量不足、结构
薄弱等问题，特别是在极端天气
等条件下，局部地区供电受限。

“比如 500 千伏河姆变供电
限额 200万千瓦，主供余姚全境
及慈溪西北部分区域，实际负荷
已经超过 200 万千瓦。高峰时
段，如镇海燃机、华舜电厂等统
调机组发电不足，也将影响到该
区域的正常供电。”国网浙江省

公司副总经理、宁波供电公司总经
理王凯军说。

据了解，今年若遇极端高温天
气，我市最大用电需求可能达到
1250 万千瓦。预计今年我市电网
春季、秋季用电负荷分别为 900万
千瓦和 950万千瓦，夏季、冬季用
电负荷超1000万千瓦将成为常态。

对此，我市电网今年将完善
500千伏骨干网，优化220千伏电网，

提升互供能力。全力解决“长链式”
接线问题、220千伏输电断面超限问
题；建设符合新型城市化、特色小
镇建设要求的中心城镇电网，以及
简易自动化全覆盖、信息采集全覆
盖的美丽乡村电网；适应分布式电
源、储能装置、智能电器等快速发
展，开展“大云物移智”在电力系
统的融合应用，全面推动电网互联
互通。

今年最大用电量将达1200万千瓦

开栏的话
他们，是活跃在宁波发展建

设各条战线上的劳动模范；他
们，对工作满怀热情、精益求
精，对社会心怀感恩、乐于奉
献。他们的一言一行，是我们学
习的标杆和榜样，是对全市上下
积极实施“六化协同”战略、建
设“名城名都”、高水平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激励和鞭策。本报
今起联合宁波市总工会推出“匠
心坚守”专栏，集中展示各行业
劳模以及五一劳动奖章、奖状获
得者的风采，树立新榜样，提振
精气神，传递真善美。

本报记者 周 琼
通讯员 许嘉琛

1982 年，作为恢复高考后第
一批临床医学毕业生，邵华江被分
配到余姚市人民医院工作。谁也没
想到，读书时有人对他说的一句

“你是去妇产科吧”的玩笑话竟然

预言成真。从 25 岁进入医院到如
今年至花甲，邵华江在妇产科，一
干就是35年。

这样的坚守也许来源于救死扶
伤后的成就感和喜悦。就在采访当
天，记者遇上了前来送锦旗的马先
生。“真的多亏了邵医生啊！”马先
生告诉记者，今年3月21日，一家
人还没开始享受“二宝”降临的喜
悦，就得知手术室里的产妇因凶险
性前置胎盘合并胎盘早剥，发生了
大出血，出血量超过 8000毫升，鲜

血浸透了 20多块医用大纱布。手术
台上是一场争夺生命的竞赛，此时
的邵华江果断采取有效措施，最终
母女平安。

邵华江的同事们说，这样的事
情实在太多了。去年 12 月的一个
晚上，在家休息的邵华江接到余姚
第四人民医院的求助电话，有一位
产妇大出血，他二话没说赶到现场
参与救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紧张
手术，顺利止血。邵华江刚回家没
多久，慈溪妇保院又发来紧急求

助：产妇难产大出血，他再次冲出
了家门……

繁忙的临床工作之余，“学习
不已、思考不已”一直是邵华江对
自己的要求。作为浙江省县级医学
龙头学科带头人，邵华江引进和创
新开展了填补宁波市空白的腹腔镜
下广泛子宫切除加腹膜后淋巴结清
扫术、宫腔镜电切术、卵巢癌肿瘤
细胞减灭术、盆底修复重建术等多
项重大疑难手术，以及输卵管阻塞
性不孕症的放射介入治疗等多项新
技术，特别是率先开展髂内动脉结
扎术治疗危重产后大出血。也正是
这样的钻研，使得他能有底气，从
死亡线上抢回了众多濒危的孕产
妇。同时，他的“笑气吸入性分娩
镇痛的临床研究”成果填补华东地
区空白，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目前
已推广到全国各地。

从业 35 年，任妇产科主任 28
年，自身成长的同时，邵华江坚守
的还有“传承”。在繁忙工作的同
时，他还担任宁波大学医学院教
授、妇产科学硕士学位点负责人、
硕士研究生导师等职务，并精心指
导和培养团队各级医师，向年轻医
生无私传授自己的临床经验和手术
技巧，不断提高科室的整体业务技
术水平，为所在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倾注了大量心血。

仁心仁术卅五载
——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邵华江

邵华江在指导年轻医生。 （许嘉琛 周琼 摄）

本报讯（记者黄合 通讯员施
寒潇）有梦想，肯上进，爱打拼！在五
四青年节即将到来之际，宁波团市
委完成了一份针对 35 周岁以下市
直公务员的调研报告，用数据说话，
用分析佐证，为甬城青年公务员勾
勒了一幅生动明晰的“肖像画”。

此份调研报告显示，有 91.5%
的受访者表示对宁波的发展充满信
心；92.7%的受访者觉得反腐倡廉工

作十分重要。
据悉，此次调研主要以宁波市

市直机关青年公务员（35 周岁以
下）为调查对象，共挑选了 166名样
本，覆盖了 20 个市直机关单位，从
16 个维度对青年公务员的职业满
意度进行调研。

“加班”，是调研报告中多次出
现的高频词。据统计，有一半以上的
受访者表示工作压力大或非常大，

其中，40.4%的原因来自于“频繁加
班”。相互印证的是，60.2%的受访者
表示有比较多或非常多的加班行为。

“可以说，这和目前宁波的发展
状况是一致的。近年来，随着各项中
心工作的推进，宁波确定的‘名城名
都’建设目标，更加需要青年干部去
担当、去作为，不是浑浑噩噩‘做一
天和尚撞一天钟’，而是精益求精把
手头的事情做好。”此次调研的设计

者、团市委组织部部长林体说。
高速发展的经济环境和日渐凸

显的社会矛盾，对干部队伍素质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也让更多青年公
务员切实感受到了“能力恐慌”“本
领恐慌”，感受到了努力努力再努力
的原动力。

在最为看重的职业诉求一项
中，“能力提升”排在了“薪资待遇”

“工作环境”等选项之前，成为青年
公务员首选，共有65.7%的受访者选
择将“能力提升”作为自己职业生涯
的首个要素。有一半以上的受访者，
表示有时候会力不从心或需要进一
步学习来提升个人能力，特别是与
自己岗位相关的专业知识、公文写
作以及语言表达与人际沟通等。

甬城青年公务员调研报告出炉
逾九成受访者对宁波发展充满信心

本报讯（记者项一嵚 通讯员
周鹏 张超梁）昨天，“启迪海外创
业项目江浙行”来到位于镇海区的
市大学科技园，举办专场交流活动。
从国内规格最高的海外留学人员创
业大赛“春晖杯”中脱颖而出的 6支
创业团队来到现场，与镇海区相关
企业进行深度沟通。鼎卫科技呼吸
空气净化滤材、双冷行星减速电机、
源弈智能超导体等项目与镇海区相
关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上月底，我市与中关村大街运
营商启迪控股合作共建的宁波启迪
科技园（一期）项目正式奠基。为深
度融入镇海区转型升级“路线图”，
宁波启迪公司将以智能制造为主
导，发展新材料环保、智能数字、文
创教育等朝阳产业。

以我市大学科技园为核心，镇
海区中官路沿线已集聚 1100 余家
城市经济企业和 10 多个创业创新
平 台 ，吸 引“ 国 千 ”、“ 省 千 ”、市

“3315”人才逾 100 名，各类双创人
才上万名。宁波启迪公司联席董事
长陆涛介绍，今后将定期举办此类

“才富对接”活动。

宁波启迪力揽
海外优质创业项目

昨天，公益巴士志愿者正在与宁海县西店镇天明阳
光家园的智障朋友一起参加公益产品的制作。当天，宁
波公益巴士开进宁海县西店镇、党群服务中心、车何社
区3个公益站点，两地志愿者相聚一堂，互相交流，进
一步提升志愿者团队服务水平。

（记者 徐文杰 摄）

“公益巴士”宁海走亲

本报讯（记者仇九鼎 通讯
员王幕宾） 2017 年全市电网建
设大会昨天召开。会议提出，电
网建设事关我市“名城名都”建

设，事关百姓民生福祉，要齐心
协力推进电网建设，为全市经济
社会发展和民生保障提供安全稳
定的电力供应。市委常委、常务

副市长宋越舜出席会议并讲话，副
市长陈仲朝主持会议。

会议提出，随着经济发展进入
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

推进，能源和电力作为国民经济的
基础产业，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
阶段。要把电网建设作为保障经济
社会发展和民生福祉的重要工作来
抓，做深做细项目前期工作，全面
提升配网服务水平，强化管理，确
保电网建设运行安全高效，为全市
经济社会发展再作新贡献。

全市电网建设会议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