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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市直
及部省属驻甬有关单位：

根 据 《浙 江 省 行 政 规 范 性
文 件 管 理 办 法》（省 政 府 第 275
号 令） 和 市 政 府 《关 于 贯 彻 落

实<浙江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
办法>的通知》 等有关规定，市
人 民 政 府 法 制 办 公 室 对 各 区 县

（市） 人 民 政 府 和 市 政 府 各 部
门、各有关单位于 2017 年 1 月 1

日 至 2017 年 3 月 30 日 报 送 市 人
民 政 府 备 案 的 行 政 规 范 性 文 件
进 行 了 审 查 ， 现 将 有 关 事 项 公
告如下：

各区县 （市） 人民政府和市政

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报送备案的
下列规范性文件 （予以备案的具体
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请见附件，详
细内容可进入宁波政府法制信息网
http://www.nbfz.gov.cn, 点 击 《宁

波市行政执法责任制信息查询系
统》 查阅），经依法审查，予以备
案。

附件：予以备案的2017年1月

至2017年3月间报送备案的行政规范
性文件目录

宁波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
2017年10月25日

宁波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
关于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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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价费〔2017〕2号

仑政〔2016〕88号

奉政办发〔2016〕132号

海政发〔2016〕41号

甬价费〔2016〕53号

象政办发〔2016〕223号

余政办发〔2016〕100号

余政办发〔2016〕96号

北区政办发〔2016〕96号

余政发〔2016〕82号

北区政发〔2016〕20号

甬价费〔2017〕1号

镇政发〔2017〕2号

甬资交管办〔2017〕2号

甬资交管办〔2017〕1号

甬高科〔2016〕101号

甬司发〔2016〕117号

鄞政发〔2016〕106号

鄞政办发〔2016〕148号

甬建发〔2016〕200号

宁政发〔2016〕57号

宁政办发〔2016〕102号

奉政办发〔2017〕10号

镇政办发〔2017〕10号

甬建发〔2017〕9号

甬卫发〔2017〕4号

甬民发〔2017〕8号

甬价管〔2017〕6号

甬高科〔2017〕2号

甬交科〔2017〕22号

奉政发〔2017〕17号

慈政办发〔2016〕204号

甬建发〔2017〕18号

慈政办发〔2017〕7号

甬建发〔2017〕10号

甬物价审批〔2017〕1号

关于调整江北区有关医疗机构普通病房床位价格的
批复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北仑区进一步推进
户籍制度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区综合行政
执法局（区城市管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
制规定的通知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废止部分行政规范
性文件的决定

关于调整部分医疗机构普通病房床位价格的通知

象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象山县渔供小型船
舶安全管理规定的通知

余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余姚市应对极端天
气停课安排和误工处理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余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建筑垃圾分拣处理
综合利用的通知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宁波市江北
区农村公路改造提升工程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

余姚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
施意见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深化行政执法体制
改革全面推进综合行政执法实施方案的通知

关于调整海曙区有关医疗机构普通病房床位价格的
批复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镇海区外来务工人
员子女义务段入学管理办法的通知

关于印发《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招标文件预公示
暂行规定》的通知

关于印发《宁波市评标专家动态管理实施细则（试
行）》的通知

宁波国家高新区（新材料科技城）管委会关于印发户
籍制度改革工作方案的通知

关于加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工作规范化建设的
实施意见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全面小
康进程的实施意见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鄞州区困难
残疾人生活补贴实施办法和鄞州区重度残疾人护理
补贴实施办法的通知

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印发《宁波市建设
工程施工现场项目管理》的通知

宁海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宁海县综合行政执法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宁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宁海县综合行政执
法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区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深化镇海区
区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印发《宁波市城镇
房屋租赁合同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宁波市加强儿童医疗卫生服务改革与发展实施方案

宁波市民政局 宁波市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下发残疾
人“两项补贴”有关政策解释的通知

宁波市物价局 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宁
波市财政局关于核定江北区子衿公寓公共租赁住房
租金的批复

宁波国家高新区（新材料科技城）管委会关于印发引
进高端研发机构资助办法实施细则（修订）的通知

宁波市交通运输节能减排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居民住房保
障有关政策的通知

慈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慈溪市有限空间作
业事故防控暂行规定的通知

关于全面改善农村困难群众家庭住房条件的若干意
见

慈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慈溪市病媒生物预
防控制管理办法的通知

关于加强房地产经纪管理的实施意见

市物价局关于集士港祝家桥村7号商住地块项目前
期物业服务费及有关事项的复函

宁波市物价局 宁波市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政府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办
公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

宁波市物价局 宁波市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象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余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余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办
公室

余姚市人民政府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

宁波市物价局 宁波市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政府

宁波市行政审批管理办公
室

宁波市行政审批管理办公
室

宁波国家高新区（新材料科
技城）管理委员会

宁波市司法局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办
公室

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
员会

宁海县人民政府

宁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办
公室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政府办
公室

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
员会

宁波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 宁波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宁波市财政局
宁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宁波市教育局

宁波市民政局 宁波市残
疾人联合会

宁波市物价局 宁波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宁
波市财政局

宁波国家高新区（新材料科
技城）管理委员会

宁波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

慈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
员会 宁波市财政局 宁
波市民政局

慈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
员会 宁波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宁波市国家税务
局 宁波市地方税务局
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中国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
支行 宁波银监局 宁波
市通信管理局

宁波市物价局

序号 文号 文件名称 制定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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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政通〔2017〕1号

甬农发〔2017〕18号

甬城管〔2017〕10号

甬保税政〔2017〕12号

甬保税政〔2017〕3号

甬保税政〔2017〕4号

甬物价审批〔2017〕3号

甬东旅政发〔2017〕3号

甬科高〔2017〕14号

甬高科〔2017〕6号

甬司发〔2017〕15号

海政发〔2017〕3号

甬物价审批〔2017〕9号

甬榭管〔2017〕5号

慈政办发〔2017〕20号

鄞政办发〔2017〕10号

甬建发〔2017〕26号

甬榭管〔2016〕45号

甬物价审批〔2017〕4号

甬物价审批〔2017〕5号

甬物价审批〔2017〕6号

甬保税政〔2017〕10号

甬物价审批〔2017〕10号

甬东旅政发〔2017〕1号

慈政发〔2017〕9号

北区政办发〔2017〕10号

北区政发〔2017〕14号

镇政办发〔2017〕29号

奉政办发〔2017〕20号

海政办发〔2017〕7号

甬物价审批〔2017〕8号

甬物价审批〔2017〕7号

象政发〔2017〕43号

象政发〔2017〕40号

甬物价审批〔2017〕11号

甬综执法〔2017〕6号

宁海县人民政府关于在全县范围内暂停活禽交易的
通告

宁波市农业局 宁波市林业局 宁波市海洋与渔业
局 宁波市财政局关于印发中央财政重大农业技术
推广项目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

宁波市城市管理局关于做好燃气经营许可管理工作
的通知

宁波保税区管理委员会关于推进工业转型升级和科
技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

宁波保税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宁波保税区社会中
介招商奖励实施办法的通知

宁波保税区管理委员会关于财政扶持经济转型发展
的若干政策意见

市物价局关于宁大双桥村安置房项目前期物业服务
收费标准的复函

关于印发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
住宅房屋拆迁货币安置补偿奖励和补助规定的通知

《宁波市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管理办法》

宁波国家高新区（新材料科技城）管委会关于调整公
共租赁住房租金补贴标准的通知

关于印发《宁波市法律援助经费使用管理办法》的通
知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曙区户籍制度改
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市物价局关于集士港中二片CX07-02-06f 地块项
目前期物业服务收费标准的复函

宁波大榭开发区管委会关于印发机关事业单位编制
外用工管理办法

慈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十三五”期间年森
林采伐限额管理的通知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鄞州区海洋
捕捞渔船减船转产实施方案的通知

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修订《宁波市房地
产经纪机构备案管理办法》的通知

宁波大榭开发区管委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
革的实施意见

市物价局关于铁路北站安置地块二期项目前期物业
服务收费标准的复函

市物价局关于庄桥街道冯家安置房项目前期物业服
务收费标准的复函

市物价局关于宁大北侧双桥地块项目一期前期物业
服务收费标准的复函

宁波保税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宁波保税区食品经营企
业住所托管的实施意见

市物价局关于核定2017年清明扫墓公交直达专线车
客运票价的复函

关于印发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民宿管理办法（试
行）的通知

慈溪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开展盘活存量建设用地攻
坚战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十三五”期
间年森林采伐限额管理的通知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宁波市江北区城市
市政基础设施配套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推进基层综
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溪口镇第三
产业（服务业）产业发展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推行新型居住证
制度的通知

市物价局关于高新区梅墟新城南区四期项目前期物
业服务收费标准的复函

市物价局关于核定宁波公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987
路公交线路客运票价的复函

象山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象山县人民政府森林禁火
令的通知

象山县人民政府关于2017年象山县海洋禁渔休渔的
通告

市物价局关于集士港镇丰成村新村建设3号地块项
目和丰成村新村建设二期项目前期物业服务收费标
准的复函

宁波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关于印发宁波市综合行政执
法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的通知

宁海县人民政府

宁波市农业局 宁波市林
业局 宁波市海洋与渔业
局 宁波市财政局

宁波市城市管理局

宁波保税区管理委员会

宁波保税区管理委员会

宁波保税区管理委员会

宁波市物价局

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管
理委员会

宁波市科学技术局 宁波市
商务委员会 宁波市财政局
宁波市国家税务局 宁波市
地方税务局 宁波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宁波国家高新区（新材料科
技城）管理委员会

宁波市司法局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

宁波市物价局

宁波大榭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

慈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办
公室

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
员会

宁波大榭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

宁波市物价局

宁波市物价局

宁波市物价局

宁波保税区管理委员会

宁波市物价局

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管
理委员会

慈溪市人民政府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办
公室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政府办
公室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办
公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办
公室

宁波市物价局

宁波市物价局

象山县人民政府

象山县人民政府

宁波市物价局

宁波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城
市管理局）

序号 文号 文件名称 制定机关

予以备案的2017年1月至2017年3月间报送备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上接第1版】
2 日 2 时 24 分，邓永丽强忍悲

痛在丈夫的朋友圈发出最后一条消
息——汪医生因病去世，所有医疗
活动取消。泪水滴洒在手机屏幕上
的那一刻，她的想法很简单，“白天
一上班他就要坐诊，一周休假肯定
有很多病人来，希望大家别白跑。”

医术在高尚医德中升华

中医越老越吃香，这是绝大多
数人眼中的“铁律”。但在几年
前，宁波不少的中医就诊患者却开
始乐意问诊一位 30 岁不到的小伙
子。那时，追随汪健红的患者，更
看重的是他对工作极度负责、对大
家极度耐心。

同事和患者知道却又不清楚，
具体是从哪一年开始，汪健红就自
费为就诊的小孩子在配药时准备一
包甜菊叶。患者Lansy说：“第一次

带儿子看病，汪医生特意给了我一
包甜菊叶，说加在中药里面，孩子
喝起来就不会太苦，家长喂药可以
省心很多！”这个细节，让Lansy非
常感动，就此一家人成了汪健红的
铁杆粉丝。

医生的名气靠的是患者的口
碑，就是一件件微不足道却暖人至
心的小事，让汪健红“明星医生”
的招牌越擦越亮。就诊的患者越来
越多，让汪健红有机会接触各类疑
难杂症，业务水平突飞猛进。

“当时他还在乡下工作，慕名
而来的有杭州和上海的患者。”在
海曙区集士港中心卫生院工作的老
同事、老同学苏柯江眼里，汪健红
对中医的痴迷有些“疯狂”，两人
甚至在饭桌上还能就学术问题争得
不可开交。“有一回实在让我下不
了台，我就说以后吃饭再谈工作，
你约不到人。现在想想，估计永远
没有人会半夜打我电话谈工作了，

多么想再和这个好兄弟争一次、辩
一次，输赢再也没有关系。”苏柯
江说。

“我不把医生当养家糊口的职
业，而是把它当事业在拼搏。我多
学点、做点，患者就可以少受些
苦。”这是汪健红生前和一位患者
的对话。

付出和回报，总是对等的。大
学同学“叶子”说，汪健红从医后
始终坚持传统中医诊疗手段，并试
图挖掘常规中药的药效最大化。从
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到擅长通过中
医舌诊、脉诊判断人体基本生理病
理状态，擅用“经方”辨治内科、妇儿
科疑难杂病，成为主持开展“四缝
穴”挑刺治疗小儿疳积症技术、“穴
位贴”促进儿童增高技术、“三菱针
放血疗法”治疗小儿高热技术、“冬
病夏治”穴位贴敷治疗慢性呼吸系
统疾病技术的“名医”，汪健红仅仅
用了7年多一点的时间。

高尚的医德哺育出精湛的医
术，汪健红真的“红”了起来。可是他
一直都控制挂号的患者人数，并坚
持开一些最常见的中药减轻患者的
经济压力。“中医诊疗时间长，汪医
生说接诊太多，答复就详细不了，
对不住那些大老远跑来排队的人。”
市妇儿医院院办主任章晓军说起这
个来院才一年多的同事，满是深情。

“他渴望服务更多的患者。”“叶
子”告诉记者，前段时间汪健红联系
多个好友一起整理出大量案例资
料，准备开发一款软件来提高医生
诊疗效率，结果在约好敲定最终方
案的前三天，他却永远缺席了。

真情在温暖回忆中永恒

11 月 4 日清晨 6 时不到，生前
共事过的同事赶来了；几载寒窗的
同学从杭州和上海、湖北赶来了；
生前一直记挂着的患者、朋友赶来

了……上千名微信门诊群里的“网
友”纷纷留言，在真实的大雷村和
虚拟的网络中，那么多人一起缅怀
这位令人尊敬的好医生，相互回忆
着与他的温暖故事。

“他是一位细心、耐心、贴心
的好医生。”媒体人张璟璟说话时
眼噙泪水。璟璟被手汗困扰多年，
有时垫张纸巾才能在电脑上打字。
今年 1月，她问诊汪健红后被拉进
免费为群友答疑解惑的微信门诊
群，看到如此真挚、温暖的医患关
系，对中医情有独钟的璟璟决定拜
师学医，两人最终成为友人。

“汪医生刚下飞机就在群里问
我女儿的高烧情况，还叮嘱要喝葛
根汤，没想到几个小时后他就辞世
了。”顾女士成为最后一位得到汪
健红答复病情诊疗的患者，回忆至
此，她难掩悲伤。

为了服务更多的群众，汪健红
建起多个微信群，积极推广普及中

医治疗养生知识；每次回到老家，他
没和母亲寒暄几句，就跑到早已约好
的左邻右舍家中望闻问切；周末有空
的时候，他会马不停蹄地走进社区、
乡村，为群众传授养生保健知识；今
年夏天，他还自费 2万元为大雷村添
置了2台空调……

“汪医生对病人的牵挂真心没得
说。”网名“水到渠成”的患者说，今年
9月底，她儿子高烧不退，汪医生配了
3服药就退烧了。特别是服药期间，她
每天早上都会收到询问病情的微信，

“这样的医生让我感动、敬佩！”
网名“安琪”的患者悲痛地回

忆：去年 12月，她儿子在从美国回来
的飞机上突发高烧，“一下飞机我就给
汪医生微信求助，到达宁波已经晚上9
时多，药店都关门了，为了不耽误治
疗，汪医生让我上他家取药，结果分
文不收。”

斯人已去犹忆影，医者仁心魂依
旧。汪医生，一路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