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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殷聪 通讯员张
芷涵 全雪茹） 近日，换上宁波中
车时代车辆门的地铁顺利停靠宁波
轨道交通 1号线宝幢站，实现车辆
门与该站台门的首次“相会”。据
悉，此次“相会”标志着宁波中车
时代车辆门完成研制并进入批量试
用阶段。

作为地铁整车的关键安全部件
之一，轨道交通车辆门的全球采购
额每年有近 200亿元。但由于轨道
交通车辆门涉及通信、控制、驱

动、传动、锁闭、密封、焊接、粘
接、热表处理等机电一体化专业技
术，尽管其市场需求量大，但全球
具有大批量供应资质的企业却不到
10家。

据介绍，早在 2007 年，宁波
中车时代公司便启动站台门的研
发。自 2011 年“中车时代”站台
门在宁波轨道交通 1号线成功应用
后，该公司已累计销售站台门逾 6
亿元。2015 年，为形成完整的系
统产品线，宁波中车时代公司启动

轨道交通车辆门的开发。经过 900
多个日夜，相继攻克传动机构、锁
闭、密封、控制的核心技术，逐步
掌握门扇成型、焊接、粘接、涂装
等核心工艺，形成专利与软件著作
权10余项。

“地铁车辆门的成功研制是公
司布局轨道交通车辆门产业的重
要一步。下一步，我们将开发轨
道 交 通 客 室 侧 门 相 关 产 品 、 技
术，并积极向城际、动车、高铁
等领域推出创新产品。”宁波中车

时代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笔者，
除了轨道交通车辆门外，宁波中
车时代已成功研制电动汽车车辆
门、工程车车辆门、有轨电车车
辆门。

按照计划，宁波中车时代将
打造年销售逾 20 亿元的车辆门高
端产业链，为我市推进“中国制
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建设，实
现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转型升级与供给侧改革贡献力
量。

与宝幢站首次“相会”

宁波中车时代轨道交通车辆门
完成首次试用

本报讯（记者徐展新 通讯
员张明） 昨天上午，《王宇高先
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封首
发仪式在海曙区国医堂药皇殿
举行。省中医药学会会长、原
浙江中医药大学校长肖鲁伟，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国家级
名老中医王建康，市中医药学会
副会长、国家级名老中医董幼祺
等出席。

王宇高，生于奉化，1925
年在宁波设立过诊所，两年后任
宁波中医学研究会主任并主编

《中医新刊》，是甬上名中医。

1935 年起，王宇高先后在甬创办
开明学馆和宁波国医专门学校，传
授中医学和古文学。从业数十年
间，王宇高写下了 《珠岩斋文初
稿》《宋儒学案》《珠岩斋医话》

《本草问答》 等著作，为我国中医
药事业作出卓越贡献。

活 动 现 场 ， 主 办 方 启 用 了
《王宇高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纪 念 邮 戳 和 《国 医 堂》 临 时 日
戳，王宇高长子王光庆向市各级
图书馆、档案馆和奉化区地方志
编纂委员会等 10 家单位赠送 《珠
岩斋文集》。

《王宇高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纪念封首发

本报讯（记者陈飞 通讯员
胡青蓝） 北仑妇联推广亲子阅读
吸引万户家庭参与；镇海妇联大
力开展“巾帼网格服务”；宁海
妇联“美丽庭院”创建助力美丽
乡村建设；江北妇联“线上红
娘”帮助年轻人找到生命中的另
一半……昨日下午，“建功新时
代 改革展作为”宁波市妇联系
统特色工作展评活动在宁波报业
传媒大厦举行。

本次展评活动由宁波市妇联
和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共同主办，
旨在展示全市妇联系统实施改革
创新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展评活
动也是区县 （市） 妇联特色工作
的 “ 比 拼 ” 现 场 ， 10 个 区 县

（市） 妇联主席根据抽签顺序进
行现场展示，包括 PPT 展示和
答辩两个环节。

展评活动除了邀请来自相关
部门的 7位专业评委以外，还邀
请了来自各行各业的 20 位大众

评审。本次活动在甬派客户端进
行实时图文直播，现场观众和众
多网友可以在甬派 App 的直播页
面下点赞、留言，开展互动。本
次展评得分由网友投票、实地考
评、专业评委分和大众评委分四
部分组成。

党的十九大代表陈霞娜作为特
邀嘉宾来到活动现场，与在场观
众分享了亲历十九大的感悟，并
为各区县 （市） 妇联主席加油打
气。

最终，展评活动评选产生 5个
“最佳特色工作奖”和 5 个“优秀
特色工作奖”。此外，根据大众评
审分和网友投票分，评出 3个“最
受群众欢迎工作奖”。

“这次展评活动创意好、形式
新、成效佳，是妇女工作群众评
议的一次良好探索与实践，在全
省妇联系统开了先河。”参加昨日
展评活动的省妇联副主席童丽君
说。

市妇联系统特色工作展评活动举行

妇女工作接受群众
线上线下同场评议

本报讯（记者余建文 通讯
员刘御芳 黄唯杰） 昨天上午，
市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来到江
北慈城镇毛岙村，为宁波力康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上门年审服
务。

“力康生物”是我市规模最
大的大鲵养殖基地，养殖“娃娃
鱼”两万余条。工作人员仔细核
对台账资料，还拿着微光手电
筒，到黑漆漆的养殖池察看大鲵
生长、繁育状况，年审合格后，
当即现场盖印，将新换发的大鲵
驯养繁殖和经营利用两本证书交
到企业负责人手里。“以前每次
年审，我们到行政服务中心窗口
递交材料、换领新证书，最少要
跑两趟。现在‘窗口’人员主动
上门核查，现场发证，真是服务
到家了！”企业负责人胡总赞道。

据悉，这是海洋渔业部门为
进一步深化“最多跑一次”改
革，实现渔业企业“在家享受服
务”推出的新举措。在宁波，有
13 家大鲵、黄喉拟水龟、石珊
瑚等特种养殖企业，因为对自然

环境要求极高，多位于四明山区。
市海洋与渔业局行政审批处的同志
说，按照规定，这些企业要到市里
办理国家二级水生野生动物许可证
年审手续，先将相关材料送到市行
政服务中心窗口，待工作人员上门
核查合格后，再通知企业到“窗
口”领取证书。

日前，市海洋与渔业局“最多
跑一次”领导小组对上述 13 家企
业量身定制，推出上门年审送证服
务，将窗口服务直接下沉一线。今
后，企业只需将原有的证书和相关
资料邮寄到窗口，工作人员上门核
查后，符合条件的，当场换发新证
书，真正变“群众跑”为“部门
跑”，大大方便企业。

今年，市海洋与渔业局大力推
行“三办”服务，推动“最多跑一
次”改革向“跑零次”迈进。该局
所有“最多跑一次”行政审批事项
实行“容缺受理”和邮寄服务，申
报材料没有严重瑕疵的，即开辟边
补齐材料边受理审核的“绿色通
道”。截至目前，市海洋与渔业局
的“跑一次”率达到 92.6%，实现

“最多跑一次”的 25个行政审批事
项中，7 个事项实行“窗口申报，
快递送达”，8 个事项窗口即办，
10 个事项“网上申报、窗口核验
取件”。

对特种养殖企业推出上门年审服务

海洋渔业审批“窗口”
下沉一线力促“跑零次”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记者昨
天获悉，《浙江省教育厅关于进一
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
改革的实施意见》正式发布，这意
味着，从 2017 年秋季入学的初中
一年级学生开始，在全省范围同步
实施中考招生制度改革。中考招生
将完善名额分配制度，取消保送生
招生，取消体育、艺术、科技等奖
励类学生加分项目。

改革后，浙江将实施学业水平
考试 （中考） 成绩与综合素质评价

结果相结合的招生办法，招生录取
工作一律在学业水平考试后进行。
按原政策，保送生和直升生可以不
参加学业水平考试，新政策要求所
有初中毕业生必须参加学业水平考
试。

根据新的招生制度，浙江省今
后招生计划分配方式将实行普通高
中学校招生名额合理分配到区域内
初中的办法。招生名额以初中毕业
生人数为主要依据，按比例分配到
初中学校，其中优质示范普通高中

学校分配比例从 2018 级学生开始
要求不低于60%，有条件的地方还
应提高分配比例。同时，招生名额
向农村初中倾斜，并确保分配到农
村初中学校的名额足额落实。

同时，对目前实施的包括特
长招生和特色招生，原则上要求
总数量不得超过学校招生总数的
20%，其中特长招生要求控制在
5%以内。

新制度还规定，未经上一级
教育行政部门核准，公办普通高

中学校不得跨区域招生；取消保
送生；取消体育、艺术、科技等
奖 励 类 学 生 加 分 ； 取 消 “ 三 限
生”“借读生”；严禁学籍挂靠，
要求做到“人籍一致”。同时，按
属地管理原则，各类中职学校也将
统一纳入到市县同一招生平台，有
序招生。

昨天，记者从宁波市教育局了
解到，市教育局正抓紧时间按要求
制订实施细则，报省教育厅批准后
向社会公布。

浙江中考改革取消保送生
宁波正在抓紧制订细则，报省教育厅批准后公布

本报讯（记者周琼 通讯员许
嘉琛） 昨日，记者了解到，年初市
总工会向全市职工作出的办好服务
职工“十件实事”的承诺已全部兑
现。

从送上门的免费体检到自主创
业的金融支持、从专项救助到快乐
疗休养，2017 年我市各级工会共
筹集帮扶资金 5200 万元，帮扶职
工 3万人次；市总工会推出的“乘
坐地铁打八折”“1 元看大片”等
普惠服务，惠及职工 300 多万人
次，优惠金额达 1500 万元；工会
组织开展的 10 项赛事，直接参赛
职工近 1万人，还带动近千家企业
30万余名职工兴起体育健身热潮。

“体检送到身边，实在太方便
了！”手持健康档案，在鄞州中心
区从事保洁工作的苏阿姨露出了满
意的笑容。平时她没有空闲时间，
也舍不得花钱体检。今年，市总工
会推出了职工流动体检车，经过
市、区、企业三级工会补贴后，苏
阿姨享受到了一次送上门的免费体
检，专业医生还根据体检结果为她
建立了健康档案，并提供健康诊断
和 讲 解 服 务 。 据 了 解 ， 2017 年
间，流动体检车进企业、进工地、
进商圈，为 18000余名劳模、职工
开展健康体检服务。

镇海的创业者刘先生通过工会
蓝领通小额贷款的助力，顺利申请

了 20 万元贷款，圆了创业梦。据
了解，2017 年间，蓝领通小额贷
款工作扎实推进，累计为 20175名
会员提供贷款 31 亿元，有力助推
了职工创业创新。

记 者 了 解 到 ， 2017 年 全 年 ，
全市各级工会除筹资帮扶职工外，
还在全市 5000 余家企业建立了内
部 帮 困 基 金 ， 资 金 总 额 达 4 亿
元，并建立专项医疗救助资金 200
万元，开展尿毒症、白血病、恶
性肿瘤以及其他重大疾病专项救
助，实现精准帮扶。全市共有 150
多万名职工参保职工医疗互助保
障，筹集医疗互助保障金 8000 万
元。3500 名优秀科技人才和一线

职工享受到了“娘家人”送上的
免费疗休养活动。

职工综合素质提升和职业发
展息息相关，通过“港城工匠圆
梦行动”，职工学历继续教育招生
1620人。同时，550多场职业技能
培训、职工素养培训、公益乐学
等课程，帮助 13546名职工提升素
质。

来自“娘家人”的福利也是全
年不断，市总工会官方微信公众号

“甬工惠”推行 24小时全天候全时
段服务模式，与区县 （市） 工会联
动的相关活动吸引了诸多职工的参
与，300 余项普惠活动惠及职工百
余万人。

免费体检、专项救助、学历技能提升……

市总工会“十件实事”件件落实

聚焦“最多跑一次”改革

本报讯 （鄞州记者站张绘
薇 记者王博） 近日，鄞州区被
省政府和省军区命名为全省首批
省级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系全
市唯一一个。

近年来，鄞州区积极推进军
民融合工作，致力于探索军民融
合发展路径和模式，在军民融合
产业发展、国防动员建设、军地
共建科研机构等方面取得了一些
显著成效，装备制造、电子信

息、纺织服装、新材料新能源等四
大特色优势产业初具规模，涌现出
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骨干企业和
优势产品。

鄞州入选首批
省级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

宁波市“三江六岸”滨江休闲带整体规划中的核心空间部分——三
江口公园，提升改造后雏形显现，分为海曙侧的时代广场和江北侧的甬
江西岸。时代广场北起钱业会馆，南至江厦桥地道。甬江西岸西起新江
桥，沿甬江至城展馆。

图为三江口公园江北侧一角。 （刘克明 王岚 摄）

新三江口公园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