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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敏 通讯员
周银环） 宁波人盼望已久的四价
宫颈癌疫苗终于来了。昨天上午
10 时多，一辆白色冷链车停在鄞
州妇幼保健院堇山院区内，车上
是刚刚运到宁波的四价 HPV 疫
苗。

鄞 州 疾 控 中 心 的 工 作 人 员
说，这一次鄞州区到了 560 支疫
苗。此次获批上市的四价 HPV疫
苗 能 预 防 的 病 毒 为 HPV- 6、
HPV-11、HPV-16与HPV-18四
种型别。四价 HPV疫苗除宫颈癌
外，还可预防 90%由 6 和 11 型导
致的生殖器疣。四价 HPV疫苗推
荐使用人群为20岁至45岁女性。

四价疫苗共需接种 3 针，0、
2、6 月各接种 1 针。四价 HPV 疫

苗为二类疫苗，需自费接种，目
前我市疫苗费用为 888元/针，宁
波市城镇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
可支付本人接种疫苗费用，或通
过家庭共济网支付网内用户疫苗
费用。

疾控中心专业人员强调，疫苗
并不能提供 100%的保护，即使接
种了 HPV 疫苗，定期接受常规宫
颈癌筛查也是必不可少的。

据悉，后续鄞州区 20个乡镇
卫生院、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及鄞州人民医院、明州医院等医
疗机构均可提供二价和四价 HPV
疫苗接种服务。

据 了 解 ， 本 月 内 ， 各 区 县
（市） 均能够向群众提供此疫苗的
接种服务。

四价宫颈癌疫苗可以打了
全程需接种3针，费用2664元

本报记者 蒋炜宁
通讯员 余晶晶

孩子升学是家家户户关心的头
等大事。昨天，市教育局重拳出
击，给每年愈演愈烈、开始得越来
越早的幼升小、小升初招生降温。
市教育局在新闻通气会上明确：初
中招生不得早于 4 月 1 日，小学不
得早于4月15日，义务段教育招生
不能通过书面文化测试招生；民办
初中跨区域招生，市教育局将建立
统一报名平台，并统一招生时间。

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
担成为民生大事

一批参与小升初招生的培训机
构被查处

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育
局副局长张力鸣说，今年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把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
负担重作为一件民生大事提出来。
的确，这一问题普遍存在，宁波也
不例外。民办学校的招生成为民办
培训机构的风向标。民办学校希望
招到质优学生，民办培训机构利用
家长让孩子读好书的迫切心理，各
种违规办学之风时有出现。为此，
市教育局把规范义务段民办学校招
生和规范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办学行
为这两件事一起抓。

据悉，自去年 10 月起，本市
个别民办初中学校采用电话咨询、
网上报名、学校开放日等形式提前
开展招生活动；立鸿教育、航创教
育、诚享教育、博学教育等部分培训
机构涉嫌介入民办学校招生，并组
织中小学生进行学科能力测试（竞
赛），并声称测试（竞赛）成绩与“名
校”招生（推荐）有关联。其中，立鸿
教育属于无证无照，推荐上某名校
的“上岸考”还预收费用，已被责令
退回、责令停办和消防整改；航创教
育被责令整改，并由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立案调查；航创教育、诚享教
育、博学教育属于审批过的有证照
机构，均被约谈。去年教育行政部门
陆续接到举报，及时制止了位于海
曙区的数家培训机构组织的相关考
试，并约谈了相关机构负责人。

张力鸣指出，民办教育培训机
构超范围经营，另外租场地考试，
把所有竞赛、考试成绩排名，乱象

不断，极大地破坏了办学生态。

跨区域招生，有公办
背景的民办学校管得更严

今年起，宁外、兴宁和蓝青等
学校在海曙、鄞州、江北和两功能
区招生联动

市教育局对义务段民办中小学
在招生时间上做出具体要求：初中
招生不得早于 4 月 1 日，小学不得
早于4月15日。

特 别 强 调 的 是 ， 从 2018 年
起，民办初中跨区域招生，市教育
局将建立统一报名平台，并统一招
生时间。据了解，在宁波市范围
内，跨区县 （市） 招生，需要市教
育局统筹；而跨设区市的招生，则
需省教育厅统筹。

今后的小升初会有怎样的变
局？张力鸣谈了三点原则：

一是义务段教育不能通过书面
文化测试招生，不会有统一测试。

二是行政区划调整后，鄞西划
归海曙区，原江东并入鄞州区，以
往的宁外、兴宁、蓝青等学校的推
荐入学政策难以继续实施。至少，这
些学校在海曙、江北、鄞州及两个功
能区的招生上，会有统筹做法。

三是对跨区域招生，有公办背
景的学校和纯民办学校招生均有变
动。今后，对有公办背景的民办学
校招生会有更多限制；而纯民办学
校招生今后可能更自主。这些民办
学校的招生时间与公办学校同期，
招生规模需报教育行政部门审定。
当然，这些学校招生也不能进行书
面测试。

民办学校六条不规范
招生，欢迎举报

最严厉处罚是：从当年起核减
该校 30%跨区域招生名额 1 至 3
年，直至取消跨区招生资格

昨天，市教育局在出台的文件
中明确了民办学校 6大不规范招生
行为：

一是提前开展招生活动，包括
提前招生登记、组织开放日等；

二是采用统一笔试或者任何变
相形式的统一知识性考试方式选拔
生源；

三是进行虚假或违规招生宣

传，作预录取承诺；
四是与培训机构、个人合作或运

用社会机构测试（竞赛）结果录取；
五是超计划招生，乱收费；
六是接收未取得本校学籍学生

就读。
市教育局基教处相关负责人昨

天在接受采访时说，根据有关规
定，一旦发现民办学校招生违规，
教育行政部门可视情节轻重采取约
谈责令整改、通报批评、核减招生
名额和政府资助等处罚，同时将规
范招生情况列入民办学校诚信办学
记录，与民办学校考核挂钩。

这位相关负责人强调，违规跨
区招生的学校，市教育局将从当年
开始核减该校 30％跨区域招生名
额 1 至 3 年，直至取消其跨区域招
生资格。

这位相关负责人还表示，市教
育局在市教科网上长期公布举报电
话和电子信箱，欢迎各方举报。

初高中不许以社会培
训机构测试 （竞赛） 成绩
作为优先录取条件

未经批准，各学校不得为社会
培训机构面向中小学生办学、测试
（竞赛）提供场地

奥数的各种杯赛，还有奥语、
奥英，市面上名目繁多的针对中小
学生的各种竞赛，教育行政部门持
何种态度？

市教育局终民处相关负责人
说，其实早在 1999 年，教育部就
出台了《中小学生竞赛活动管理若
干规定》，明确了原则上不得举办
面向义务教育段学生的全国性或跨
省 （区、市） 数学、外语等学科竞
赛和读书、征文等竞赛活动。而当
前名目繁多的面向中小学生的竞赛
项目绝大多数是明显违反上述规
定。而它们的举办者大多无资质甚
至是非法的社会组织和个人，以营
利为目的。培训机构热衷组织竞赛，
已成为开办各类竞赛的考试服务机
构，严重偏离了办学许可范围。

教育系统内部已明确三点：
一是未经主管部门批准，各学

校包括高校不得为社会培训机构面
向中小学生办学、测试 （竞赛） 提
供场地；

二是初高中学校招生不得以社

会培训机构组织的测试 （竞赛） 成
绩作为优先录取条件；

三是中小学校不得将非正规的
竞赛成绩作为对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的依据。

下一步，市教育局将会同相关部
门，结合教育部即将实施的面向中小
学生社会培训规范计划，全面清理。

民办教育培训机构不
得有“六种”行为

严重的责令停止招生，吊销办
学许可证

培训机构不得有以下六种行
为：一是超出核准办学范围办学；
二是在核定办学地点之外进行教学

（考试） 活动；三是违反教育规
律，随意超前、拔高教育，增加学
生负担；四是以“某名校”“提前
上岸班”等诱导性语言进行虚假、
夸大宣传，随意承诺；五是以推荐
入学为名义，在安全无保障下组织
大规模的选拔考试；六是公布或向
第三方提供学员的学校、考 （测）
试成绩、名次，或向第三方提供学
员个人和家庭信息等。

对违规的培训机构，教育部门
可采取限期整改和警告；有违法所
得的，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法
所得；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招
生、吊销办学许可证；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近期，市教育局将会同市级相
关部门联合检查，超核准登记范围
或无证无照举办、面向中小学生文
化教育类的培训机构将被及时曝
光，并依法处置。

近期，市区教育行政部门联
动，公布中心城区有照有证的 417
家培训机构名单，引导市民选择正
规机构。家长可登录宁波市民办教
育网学校查询平台或手机客户端进
行查询。

市教育局提醒家长，家长要认
清四类认知误区：不认办学资质，
盲目消费；轻信虚假宣传，不签合
同；没有索取发票，退费困难；不
抵促销诱惑，冲动消费。

据悉，去年 12 月省政府下发
了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民办教育，促
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相关实施意
见。在此大背景下，宁波的这套组
合拳仅是一个开头。

市教育局昨召开新闻通气会明确

初中招生不得早于4月1日
小学招生不得早于4月15日
义务段不能通过书面文化测试招生；各民办初中跨区招生，将
统一报名平台，统一招生时间

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员
胡志东 水心胜） 气温骤降，加上
连绵的阴雨天气，最近一段时间交
通事故不少。其中，不少事故值得
注意，因为发生原因看似有些“奇
葩”：车内热空调温度过高，驾驶员
昏昏欲睡导致注意力分散，最终出
事故；保温工作没做到位，骑车时
被冻僵，车速快但反应慢半拍，结
果撞上路边停放的车辆。为此，交
警提醒广大市民，近期出门要特别

注意交通安全，准备工作一定要先
做到位，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

1 月 7 日下午 4 时 24 分，杭州
湾跨海大桥往上海方向 1395 公里
处，也就是过海天一洲 2公里上坡
路段，一辆重型厢式货车追尾一辆
半挂车。事后，后车驾驶员告诉高
速交警，他从宁波云龙收费站上高
速，开了近两小时车后，觉得人暖
洋洋的，注意力没法集中，就边开
车边分神看海景。等发现距离前车

只 有 10 米 左 右 时 ， 制 动 已 来 不
及，加上雨天路滑，最终还是撞上
了。

“近日雨雾冰冻天气较多，路
面湿滑，能见度差，而且不少驾驶
员喜欢将车内空调打得很高，时间
一长就容易昏昏欲睡，导致注意力
不集中。”交警说。

车载空调长时间保持高温容易
坑人，同样寒冷也会美丽“冻”
人，进而引发交通事故。最近一段

时间，慈溪 5 天发生 4 起类似事
故，都是电动自行车径直撞上路边
停靠的大车。

交警说，事故发生的时间段大
多是夜晚、凌晨或清晨，骑车人冻
得够呛，导致反应速度慢了半拍。
此外，骑车人安全意识淡薄、车速过
快也是事故的主要原因。为此，交警
提醒市民，气温骤降，骑车出门前一
定要做好保暖工作，行驶时要控制
车速，安全第一。

车内驾驶员热得昏昏欲睡 室外骑车人冻得浑身僵硬

气温骤降，各类“天气”事故多发

昨天上午，海曙世纪
虹小区一幢楼的背阴处，
一个水桶里已经结了 5毫
米厚的冰。受冷空气影
响，甬城近日持续降温。

（刘波 摄）

三九寒冰

昨天上午，25 岁的司徒女士在鄞州妇幼保健院堇山院区接种了疫
苗，成为宁波接种四价HPV疫苗的第一人。 （胡龙召 摄）

贴福字、挂春联是迎接春节
的传统习俗。辞旧迎新之际，昨
日，白沙街道的志愿者将亲手制
作的窗花、福字、春联和灯笼送

到辖区的居民家中，为独居老
人、空巢老人、宁波市道德模范
和保洁员等送上新年祝福。

（邵家艳 徐欣 摄）

爱心白沙，寒冬送温暖

本报讯 （宁 海 记 者 站陈云
松 记 者孙吉晶 通 讯 员华建
平） 由商会牵头，企业共同出资
设立一个“资金池”作为专项奖
教金本金。本金运作后产生的利
息助力教育事业发展。日前，宁
海跃龙街道几十家企业合力助教
的爱心故事在当地传为美谈。

去年 11月，跃龙街道和商会
共同提议成立一个专项奖教基
金，奖励街道内的优秀教师，得
到了商会成员企业的支持。考虑
到不同商会成员企业的经营情
况，以自愿认领的方式，采用还
本付息或每年捐赠一笔资金两种

形式募集。大家你20万元，我35
万元……短时间内就收到了 11家
企业400万元还本付息资金。

“我们采用专额专户，并由专
人进行管理，确保资金运作公开
透明。”宁海跃龙商会相关负责人
介绍，以还本付息方式存入“资
金池”的资金，由商会负责纳入
商会企业互助发展资金等形式进
行运作，资金到年限后，允许企
业收回本钱。据悉，运行两个月
来，已获息 15 万元。按照测算，
所得利息和捐赠资金加在一起，
每年将在 50万元左右。首笔奖教
资金将于今年教师节前后发放。

宁海跃龙街道企业
合力创设奖教基金

本报讯 （王岚 许耀立 骆
驰文） 整顿市容环境要首先从各
责任单位“自扫门前雪”开始。
近日，江北区文明办和江北区综
合行政执法局联合召开专项推进
会，以抓机关事业单位、大型企
业履行责任区制度为切入口，在
建成区范围内先行开展市容环境
卫生责任单位普查工作。

“全面落实责任区制度是持久
开展文明城市创建的一项长效机
制，各街道、各部门要以抓责任
区制度落实为突破口，以实现责
任单位‘自扫门前雪’为责任目
标，确保责任区管理工作有序开
展。”江北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此
次普查工作首先是要明确各单位
的责任区域，在此基础上明确责
任内容。

据介绍，普查工作的区域主
要为建成区范围内道路的沿街机

关事业、大型企业等单位，普查
内容包括维护市容秩序，劝导、
纠正共享单车等车辆乱停放行
为，做到责任区范围内无乱停
车、乱设摊、乱堆放等违规现
象；履行保洁责任，保持门内外
卫生干净整洁，无暴露垃圾，无
乱张贴、乱涂写，无乱扔垃圾、
乱排污水等行为，以及遇下雪冰
冻天气，及时扫除门前积雪，确
保道路畅通等。

据悉，江北区还要求各部门
建立健全日常巡查管理长效机
制，做到第一时间发现、处置辖
区内履行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制
度不到位行为，形成“问题第一
时间发现、违法行为第一时间查
处”的高效机制。同时，也要有
效发挥志愿组织的作用，积极营
造全社会共同参与责任区管理的
良好氛围。

江北部署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单位普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