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鄞州新城区原中基公司（A、B、D1）地块（大悦雅园）项目
前期物业管理服务以公开招标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有关
事项明确如下：

1、招标单位：雅戈尔置业控股有限公司；
2、项目概况：
名称：鄞州新城区原中基公司（A、B、D1）地块（大悦雅

园）项目；
类型：住宅；
总 建 筑 面 积 ：149848.56 平 方 米（其 中 地 下 建 筑 面 积

36156.32平方米）；
位置：项目位于宁波市海曙区石碶街道，东侧为雅戈尔大

道，北为杭甬高速公路，西为原杭甬高速公路立交匝道。
3、投标对象：取得物业管理叁级以上（含暂定叁级）资质

证书的物业服务企业；项目经理大专及以上学历。
4、报名日期：投标申请人请于2017年7月24日上午830－

1030，携以下资料到海曙区石碶街道办事处 4楼会议室报名
（其余时间不予受理）：

（1）投标申请书；

（2）物业管理资质证书副本（复印件）和营业执照副本（复印
件）；

（3）企业概况；
（4）拟派出的项目负责人简历、学历（大专及以上）、信用证明、

社保证明、业绩证明等证明材料，曾以拟定项目经理身份参加前期
物业管理招投标且目前尚任中标项目前期阶段项目经理的，不得
再拟任本项目的项目经理；

（5）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的，需提交授权委托书；
（6）投标承诺书；
（7）本市行政区域外的物业企业参加报名时需提交《外地物业

服务企业进甬登记备案表》；
（8）获招标人推荐的需提交招标人出具的推荐书。
（9）经现场资格预审合格的投标单位须提交壹万元投标保证金

至宁波市鄞州区石碶街道公共资源交易站账户，并于1130前将银
行存款回执交至报名点。所有复印件材料加盖企业公章，原件备查。

若投标单位超过5家，则由公证人员监督、招标单位抽签决定
不多于5家物业服务企业竞标。

5、联系人：郑菊琴 联系电话：0574-83033570、13586694025

关于鄞州新城区原中基公司（A、B、D1）地块
（大悦雅园）项目前期物业管理服务招标公告

一、项目名称：丽园商务大厦。

二、坐落位置：位于机场路以东，中医院

西侧。

三、土地用途：商务金融用地。用地面积

6332 平方米，容积率 2.2，建筑高度 60 米，地

上建筑面积 13930 平方米，地下面积 4582 平方

米，设计车位117个。建成后适用商务办公、酒

店及医院等。

目前该项目施工已完成地上一层，现由于

资金问题欲转让，具体转让价格面议。

联系电话：15990286255孙先生。

宁波市海曙区后孙股份经济合作社

在建项目转让

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枫林湾小区安置房交付在即，

现将本次安置房抽签定位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统一抽签时间：2017年7月20日-7月21日（详见

通知书）。

二、抽签对象：所有预订慈城镇枫湾家园三期安置地

块并报名调产安置的被拆迁人。

三、抽签地点：慈城镇慈湖人家一期慈城中心小学

内。

四、领取通知书时间：2017年7月17日-7月19日

领取通知书地点：被拆迁人所在村村委会

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87570369

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拆迁安置办公室
2017年7月17日

关 于 枫 林 湾 小 区
安置房抽签定位的通知

为配合宁波市横溪水库至东钱湖水厂引水工程施
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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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对宁裘线 K20+400—K20+800 进行临时
封道爆破作业。现决定自 2017年 7月 24日至 2017年 8月
11日止（如遇恶劣天气顺延）实行交通管制如下：

1. 管制内容：爆破期间禁止一切车辆及行人在该路
段通行。

2. 管制时段：管制期间每个工作日的 815－1015、
1500－1700，双休日正常通行。

受交通管制影响的车辆请提前安排好工作和生活，
通过爆破路段时请遵守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请社会各
界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宁波原水集团有限公司

2017年7月14日

关于横溪宁裘线K20+400—K20+800
进行交通管制的公告

2017年44号

5 NINGBO DAILY宁波新闻·综合//广告
2017年7月17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金晓东

本报讯（记者陈敏 实习生
陈质彬） 在鄞州区，生病了先上
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
镇卫生院，已成为越来越多居民
的习惯。家门口的基层医生除了
看病，还根据病情指点居民应该
上哪家医院，并帮助居民预约大
医院的特殊检查、专家门诊和住
院。

“在推进分级诊疗方面，鄞
州区已开始呈现有序分流、按需
就诊。”鄞州区卫计局有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这一切，得益于该
区去年初开始推行的分级诊疗信

息化平台。
该负责人介绍，鄞州区于去年

试点开展“分级诊疗信息服务平
台”，这一平台打通了全区所辖的
从社区卫生中心、乡镇卫生院到
二、三级医院的所有医疗卫生机
构的健康医疗数据通道，相互之
间可以分享数据，打破了“信息
孤岛”。

在鄞州人民医院住院大楼一层
大厅的便民服务台，数名医护人员
在这里值守，为病人和家属提供各
种现场咨询，其中有一位由医务处
委派的工作人员，守在一台 PC
前，随时响应由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乡镇卫生院通过分级诊疗信息
服务平台发出的病人转院申请。登
录“分级诊疗信息服务平台”，记

者看到，平台上有 27 家医疗机构
的床位数量、门诊专家号、磁共振
等检查项目，甚至手术排班情况等
一目了然。

按规定，基层发送的转诊要求
大医院必须在 5分钟内作出接收信
息的回应，大医院的相关科室要在
半小时内判定患者病情是否需要转
诊。一旦确定转诊，大医院要为社
区医院首诊病人优先安排床位、手
术等医疗服务。

从采访看，鄞州区分级诊疗的
一大特点是突破边界、区域共享。
据了解，很多地区的分级诊疗常限
于医联体范围内，基层医院只能选
择一家对应的上级医院，而在鄞州
区，遇到基层医院无法诊治的患
者，基层医生可通过平台转诊到鄞

州人民医院、鄞州二院和明州医院
等区域内三家大医院，也可转诊到
同级医院的特色专科。

分级诊疗信息服务平台极大方
便了患者就医，据介绍，鄞州区目
前共有 123万名患者的信息被纳入平
台，具有95%以上的覆盖率。通过分
级诊疗信息平台预约转诊的数量明
显上升，截至 6月底，通过平台实现
基层医疗机构转诊大医院住院 1560
条，预约检查 3342 条，通过平台完
成诊间预约 4829 条，完成出院随访
10130条。

据了解，鄞州区基于区域卫生
信息化平台的分级诊疗系统，得到
了省、市卫生计生委领导的高度肯
定，成为全市乃至全省分级诊疗信
息化建设样板。

生病了该上哪个医院看病？社区医生帮安排

鄞州分级诊疗平台覆盖95%患者

本报讯 （记者王晓峰 实习
生 王奕丹 通 讯 员 孙勇 钟陶
行） 头 戴 蓝 色 贝 雷 帽 、 手 捧 鲜
花，那位带着蔬菜种子去南苏丹
维和的民警沈盛彪回国休整了。
在暂回“娘家”之余，上周五上
午，他与青年民警座谈并分享了
在南苏丹的经历。

今年2月21日，我省公安机关
举行出征仪式，为远赴南苏丹维和
的 7 名民警送行。这是继 2010 年
后，我省公安机关第二次成建制组
建民事维和警队。而这 7 名“精
英”中的一人就是海曙公安分局出
入境管理科的民警沈盛彪。

“一眨眼，4 个多月过去了，
出征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他
说，在到达南苏丹前他也曾满怀憧
憬，自认为那边的自然条件更优
越，然而现实给他上了一课，战乱
地区的艰苦条件和危险环境出乎人
的意料。烈日炙烤，尘土飞扬，40
多摄氏度的高温下，营区周边却全
是防御工事和观察哨。

“你无法想象，7 个人挤在一
间 10 平方米不到的集装箱房里，
每天的主食就是泡面，绿叶蔬菜想
也不要想，鸡蛋更是奢望。”沈盛
彪说，刚到那里的第一天，他就种
下了从家乡带来的蔬菜种子，期待
着菜苗快快长大，能够解决他们的
吃菜问题。

生活条件艰苦也就罢了，但恶
劣的治安问题就让人担心。沈盛彪
手头有一张官方下放的小卡片，上
面标记着 7点注意事项。从“不得
拍照”，到“要尊重宗教习惯”，
再到“为所在国重要官员车队让
路”等，不注意的话，轻则被抢
劫殴打，重则挨黑枪。原来，南
苏丹自 2013 年以来，持续爆发武
装冲突。最近几个月，当地政府
军与反政府武装军事冲突频繁。
有一次任务区内所有维和人员准
备了一日逃生包，准备撤离。那
一晚，沈盛彪是穿着防弹背心过

夜的，因为枪在那边极其普遍，
难民营周边时常就能搜到。

除了战乱外，最让人胆战心
惊的还是那里肆虐的疾病。就在 5
月，南苏丹邻国刚果民主共和国暴
发埃博拉疫情；6月，北部苏丹暴
发水泻疫情。“难民营每天进出上
万人，在营地工作时刻有感染的风
险。”沈盛彪说，人在逆境中，信
仰的力量就显得尤为重要，它能给

人无限的动力，不畏惧艰险，英勇
向前，“我们是中国人民警察，一
言一行代表的是祖国，不能退缩；
我又是党员，要起到表率作用，我
不上谁上？”

凭借着自身努力，沈盛彪出
色完成了上级布置的维和任务，
同时通过不断自学，从难民营巡
逻队员做到了巡逻队的主管，后又
成为评估队探员，如今更被总部公

共信息办公室录用。“我有一个信
念，通过我们向世界各国维和人员
提供一个了解中国的窗口，向世界
展示中国警察的风采。用实际行
动证明我国是负责任大国，中国
崛起对世界是有利的。”沈盛彪
说，休整结束后他将返回南苏丹，
下一步将努力学习业务，利用自己
所在部门的优势积极宣传中国警察
维和事迹。

南苏丹维和民警沈盛彪暂回“娘家”休整

永远不忘自己代表的是祖国

沈盛彪和非洲儿童合影。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本报讯（记者徐欣 江北记
者站张落雁 通讯员林嗣健）近
日，江北区委组织部、区委两新工
委和区总工会联合下发通知，选
优育强两新组织党务和工会工作
者队伍，对符合条件的两新组织
将全面配备“党工专员”，首创“专
人做事、专项补贴、专项工作经
费”等“三专”工作新模式。

目前，江北区非公企业和社
会组织共 3969 家，职工 144574
人。据介绍，针对当前两新组织党
建工作特别是工会工作存在的重
视力度不够、作用不明确、发展不
平衡等瓶颈问题，区委组织部、区
委两新工委和区总工会在充分调
研论证的基础上，不断健全和完
善“党建带工建”工作机制，通过
工会选举程序，在国内率先配备

“党工专员”。依托全区首批两新
工委的“直管点”，充分发挥党建
引领作用，努力把“直管点”打造
成“党建带工建”示范点。

推行专职党务专员和兼职工
会主席“专+兼”制度，确保两新
党组织和工会组织有人办事；推

行两新组织党务工作和工会工作职
业化试点工作，选拔一批“党务专
员”和“工会专兼职干部”；将党务和
工会培训列入全区“鹰·雁”计划，由
区财政予以专项经费支持；着力打
造一支既懂党务工作，又熟悉工会
工作的“党工专员”。

落实各级关于两新组织党建和
工会保障制度的要求，确保“有钱办
事，有人理事，有场地议事”。严格执
行两新党员党费全额返还，专项用
于开展党的活动制度。建立工会经
费长效保障机制和差异化管理机
制，保障基层工会有经费。建立以精
神激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的津补
贴激励制度，对兼职的工会主席，根
据考核情况、工作量大小等给予每
人每月 300 元-2000 元的专项工作
补贴。推进两新党组织和工会活动
场所规范化建设，充分利用现有开
放式活动基地，提升活动吸引力。在
区、街道两新“直管点”中开展专项
工作经费扶持试点工作，根据工作
推进情况，由区委两新工委、区总工
会和属地街道、镇给予每年 3 万-5
万元不等的专项工作经费支持。

在“党建带工建”中首创“三专”新模式

江北在全国率先配备“党工专员”

本报讯（记者朱军备 东钱
湖报道组祁珊） 近日，将各个年
代的音响、唱片、CD 等音乐形
式结合故事与人生感悟的 《音
乐·故事·听》活动在东钱湖旅
游度假区诸子青少中心举行，当
地的孩子们及家长与宁波文化名
人等一起分享故事、展示才艺、赏
析音乐，现场气氛活跃。

参加活动的东钱湖中心小学
学生李昕茜表示：“这里的活动轻
松、活泼，特别喜欢。”现场的网络
直播平台将活动视频推送到参与
者的朋友圈里，也引发了点赞潮。

前不久，由诸子青少中心联
手东钱湖管委会团区工委、文旅
公司、东钱湖新闻中心、青少年
新媒体中心等单位开展的国学文
化游学、红领巾五小福网络选秀
大赛、报刊作文大赛、人文社科

游园会等公益活动，也给全区及周
边地区的少年儿童带去了欢乐。

据了解，诸子青少中心是由宁
波多家文化传媒机构和诸子文化教
育联盟推出的综合性人文社科品牌
教育项目试验点，不但融合了宁波
培训界教育品牌，诸如乐博士机器
人、快乐代码信息编程、包家恩围
棋等，还联手打造了名人堂项目，
如：宁波电视台基层金话筒工作室
和李红工作室等。

值得一提的是，新落成的青少
中心正联手沪杭教育科技公司开发
智慧教育项目，将多媒体互动、兴
趣评分体系、家校一体化、发散指
导等融为一体，也就是说今后家长
再也不用为不懂孩子兴趣班的课程
而烦恼了，家校连为一体，课前预
习、课中评分、课后复习拓展都可
以通过电脑在App里完成。

全媒体引领 大数据护航

东钱湖诸子青少中心
打造教育培训新名片

昨日，游客们正在慈溪市掌起镇绿叶农场观光园基
地摘桃子，享受周末的休闲时光。掌起镇的“古窑浦水
蜜桃”清香爽口，风味独特。近期，随着湖景等品种桃
子集中采摘上市，不少游客驱车前往该镇游古村、品鲜
桃，感受当地别样的人文风情。

（陈章升 胡侠薇 摄）

桃香
四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