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开放大学（原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是教育部直属
高校。宁波广播电视大学举办的国家开放大学开放教育
2018年春季招生工作即日开始。报名者只需参加由宁波
电大组织实施的入学水平测试。

一、招生专业
1．本科：行政管理、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会计学、

工商管理、土木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商务英语、法
学、汉语言文学、物流管理、金融学、社会工作、学前教育、
小学教育、广告学。

2．专科：行政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工商企业管理、机
电一体化技术、工业工程技术、会计、物流管理、建设工程
管理、建筑工程技术、工程造价、汉语言文学、城市轨道交
通运营管理、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汽车营销与服务、数
控技术、模具设计与制造、国际经济与贸易、药学、护理、
学前教育、英语、广告设计与制作、传播与策划、金融管
理、投资与理财、电子商务、市场营销、旅游管理、酒店管
理、社会工作、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信息管理、法律事
务、小学教育、文秘、物业管理、农业经济管理。

二、学历文凭
修满规定学分，由国家开放大学颁发国家承认的专

科或本科学历毕业证书，教育部给予电子注册。达到授予学
位标准并符合有关规定要求，可获得国家开放大学授予的
学士学位证书。

三、收费标准：
学费：本科每学分 110元，最低毕业学分 71学分。专科

每学分 100 元，最低毕业学分 76 学分；代办费：500 元/年/
生，按实结算，多退少补；注册费：200元/生。

四、具备招生资格的单位：
宁波电大校本部：400-888-2225、87220589、87201035
鄞州学院：88121079、87841181
余姚学院：62703755、62782233
慈溪学院：63919152、63919153
宁海学院：65206392、18067179930
象山分校：65766093
奉化分校：88959570、88913290
镇海分校：86370663、86267780
北仑分校：27698551、27698549
江北工作站：87570000、13957853790
招生监督电话：87210063
招生网站：http://www.nbtvu.net.cn

2018年春季开放教育招生公告国 家 开 放 大 学
（原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宁波广播电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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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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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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至2017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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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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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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高科〔2017〕21号

甬人社发〔2017〕46号

甬人社发〔2017〕45号

甬人社发〔2017〕31号

甬人社发〔2017〕40号

甬东旅政发〔2017〕19号

甬人社发〔2017〕47号

甬人社发〔2017〕48号

甬人社发〔2017〕49号

甬价管〔2017〕21号

甬价管〔2017〕20号

宁政办发〔2017〕29号

甬卫发〔2017〕39号

甬发改价管〔2017〕165号

象政办发〔2017〕71号

镇政办发〔2017〕55号

象政办发〔2017〕90号

甬人社发〔2017〕55号

甬高科〔2017〕23号

甬东旅政发〔2017〕18号

奉政发〔2017〕147号

宁政发〔2017〕19号

甬质联发〔2017〕1号

甬质联发〔2017〕2号

甬质联发〔2017〕3号

甬质标发〔2017〕54号

宁波国家高新区（新材料科技城）管委会关于印
发规模以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试行）
的通知

关于印发《宁波市经济系列专业技术人员继续
教育学时登记细则（试行）》的通知

关于印发《宁波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关于开展商业保险机构协助经办建设工程项目
工伤保险业务履约考核评价工作的通知

关于调整我市工伤职工就医食宿费用标准的通
知

关于解决农村大龄未婚青年住房困难实施办法
的补充意见

宁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宁波市财政局关
于印发《宁波市职业技能竞赛管理办法》的通知

宁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宁波市财政局
关于印发《宁波市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管理办法》
的通知

关于印发《宁波市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实施细则》
的通知

市物价局关于要求做好海曙区、江北区、鄞州区
价格管理工作的通知

关于住宅小区自来水一户一表改造费用的批复

宁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宁海县推进
“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建设实施方案的
通知

宁波市生育登记服务工作实施细则

关于进一步规范宁波市商品住房销售价格行为
的通知

象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象山县推进
“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镇海区
农村危旧住宅房屋排查治理专项资金使用办法
的通知

象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耕地占补平衡
指标结算标准和土地整治项目补助标准的通知

关于公布宁波市2017年度社会保险费征缴和待
遇计发依据的通知

宁波国家高新区（新材料科技城）管委会关于印
发流动人口子女学校管理暂行规定（试行）的通
知

关于修改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国有土地上房
屋征收补偿、补助、奖励规定的通知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危险房屋解危
工作的补充实施意见

宁海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五批宁海县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

关于印发《宁波市质量提升专项资金使用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

市质监局等关于印发《宁波市工业标准化补助
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市质监局等关于印发《宁波市农业标准化补助
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市质监局关于印发宁波市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管理办法的通知

宁波国家高新区（新材料科技城）
管理委员会

宁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宁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宁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宁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

宁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宁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宁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宁波市物价局

宁波市物价局

宁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宁波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象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象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宁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宁波国家高新区（新材料科技城）
管理委员会

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

宁海县人民政府

宁波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宁波市质量强市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
宁波市财政局

宁波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宁波市标准化战略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
宁波市财政局

宁波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宁波市农业标准化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
宁波市财政局

宁波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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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备案的2017年4月至2017年6月间报送备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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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政办发〔2017〕94号

甬质联发〔2017〕4号

奉政发〔2017〕174号

奉政发〔2017〕173号

鄞政办发〔2017〕34号

甬高科〔2017〕28号

甬物价审批〔2017〕12号

甬财政发〔2017〕324号

甬环发〔2017〕33号

甬保税政〔2017〕39号

甬保税政〔2017〕27号

象政发〔2017〕99号

浙江省宁波市地方税务
局公告2017年第1号

公告 2017年第1号

甬公通字〔2017〕47号

甬建发〔2017〕74号

甬价管〔2017〕29号

甬资交管办〔2017〕6号

甬文广新〔2017〕65号

象政办发〔2017〕141号

甬高科〔2017〕32号

北区政发〔2017〕3号

甬建发〔2017〕80号

甬烟专〔2017〕5号

奉政办发〔2017〕67号

甬工推进办〔2017〕19号

甬物价审批〔2017〕13号

甬价费〔2017〕33号

甬民发〔2017〕56号

象政办发〔2017〕139号

甬农发〔2017〕92号

甬价管〔2017〕30号

宁政办发〔2017〕53号

宁政办发〔2017〕56号

象政办发〔2017〕140号

象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象山县流动人
口量化积分申评办法（试行）的通知

甬质市质监局等关于印发《宁波市服务业标准
化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奉化博物馆文
物征集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管理办法的通知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鄞州区
推进“中国制造2025”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宁波国家高新区（新材料科技城）管委会关于印
发产业发展基金运作与管理办法的通知

市物价局关于高新区GX08-01-23地块项目前期
物业服务费及有关事项的复函

宁波市财政局 中国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
关于印发宁波市市级国库现金管理实施细则的
通知

宁波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印发《宁波市机动车排
放检验机构联网实施细则》的通知

宁波保税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宁波保税区
出口加工区总部企业认定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宁波保税区管理委员会关于深入开展企业分类
综合评价加快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工作的
实施意见

象山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陆生野生动物禁猎
区、禁猎期和禁猎工具、方法的通告

宁波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加强耕地占用税管理有
关事项的公告

关于公布宁波市2016年度社会组织公益性捐赠
税前扣除资格名单的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关于印发宁波市居住证管理暂行
规定的通知

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宁波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宁波市科技局 宁波市财政局 宁
波市水利局 宁波市行政审批管理办公室关于
推进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应用的若干意见

宁波市物价局关于宁波至余姚城际铁路票价优
惠政策的批复

关于进一步落实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对失信被执
行人实施联合惩戒制度的通知

宁波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关于印发《宁波市
广电科技专家库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象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象山县科技型
小微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

宁波国家高新区（新材料科技城）管委会关于开
展工业企业综合评价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土地整
治实施工作的通知

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印发《宁波
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管理办法》的通知

《宁波市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区财政
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宁波市推进“中国制造2025”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宁波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发布《宁波
市“3511”产业投资导向目录和智能制造评判标
准（2017年本）》的通知

市物价局关于高新区滨江安置房四期项目前期
物业服务收费标准的复函

《关于对“老生老办法，新生新办法”实施分类别
分阶段管理的通知》

宁波市医疗支出型贫困家庭最低生活保障实施
办法

象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县安监局关于
印发象山县安全生产委托行政执法实施办法的
通知

宁波市农业局关于印发2017年宁波市农机专项
资金使用实施方案的通知

宁波市物价局关于落实农产品初加工用电价格
政策的通知

宁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宁海县危险化
学品安全综合治理实施方案的通知

宁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2017年粮食收
购工作的通知

象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象山县危险化
学品安全综合治理实施方案的通知

象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宁波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宁波市服务业标准化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
宁波市财政局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宁波国家高新区（新材料科技城）
管理委员会

宁波市物价局

宁波市财政局
中国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

宁波市环境保护局

宁波保税区管理委员会

宁波保税区管理委员会

象山县人民政府

宁波市地方税务局

宁波市财政局

宁波市公安局

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宁波市科技局
宁波市财政局
宁波市水利局
宁波市行政审批管理办公室

宁波市物价局

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公室

宁波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象山县人民政府

宁波国家高新区（新材料科技城）
管理委员会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

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宁波市烟草专卖局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宁波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宁波市推进“中国制造2025”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

宁波市物价局

宁波市物价局

宁波市民政局
宁波市财政局
宁波市教育局
宁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宁波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象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宁波市农业局

宁波市物价局

宁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宁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象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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