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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3日，北仑区教育局面向
社会发布了招生提醒预告：根据户
籍登记情况统计，具有学校所在街
道户籍且其父母的有效房产位于岷
山学校、绍成小学、华山小学、新
碶小学、淮河小学、长江小学、九
峰小学等招生服务区内的 2018 年
新生数量，已超过学校接纳能力，
将出现“户房一致”的适龄儿童无
法全部在本地段学校就读的状况。

早在今年的一二月份，就已经
有宁波大学附属学校、镇明中心小
学云石校区、雅戈尔小学、雅戈尔
中学、田莘耕中学等学校发出了小
学招生预警通告。接连发布的招生
预警，让原本在 4月份才打响的招
生战早燃“烽火”。

按照往年的招生政策，如果一
表生爆表，适龄儿童将按照户籍迁
入先后顺序录取，也就意味着“落
户时间”成了入学的一条“硬杠
杠”。如果在同一个小区或者同个
学区换了一套住房，落户时间该如
何计算呢？近日，有多位网友产生
了这个疑问。

网友“diheqing”通过中国宁
波网民生 e 点通问政平台发帖咨
询：“我有一套北仑世茂湾的房
子，目前孩子的户口在这套房子
中。现在打算在同个小区换一套面
积更大的二手房，孩子户口也会迁

入新房内，那孩子的落户时间是否
得按换房后的落户时间计算？”

网友“大海人生1108”也通过中
国宁波网民生e点通问政平台发帖咨
询：“我在江北区庄桥街道春晖佳苑
有一套房子，户口在2012年迁入。孩
子2013年9月出生后，我将孩子的户
口也报在了这套房子中。今年 1 月
份，我在世茂滨江府买了套新房子，
预计5月份全家户口迁入新房，原来
春晖佳苑的房子已经卖出。这两套房
子属于同一个学区，新房原房东的孩
子也没有在学区内上学。在这样的情
况下，我的孩子的落户时间是按2012
年算，还是按2018年算？

网友“我看天下”同样通过中
国宁波网民生 e点通问政平台发帖
咨询：“我在鄞州区金色水岸社区
购置了一套住房，全家于 2015 年
落户至该房产，对口学校为鄞州区
惠风书院。今年，我又在同一小区
购置了第二套房产，该套房产内无
户口占用学籍，同时原先的那一套
房产也不打算出售。我现在计划将
户口迁至新购入的房子内。这种情
况下，我的孩子在小学入学时，户
口迁入的时间是以第一次落户的
2015 年为准，还是以把户口迁至
同小区新房的时间为准？”

孩子落户时间对就学有至关重
要的影响，网友们也留言表达了自

己的猜测。
网友“ASD_SDF”表示：“这

应该以孩子最新迁入的时间为准。”
网友“545”认为：“可能是按最

新落户的时间算起的。如果原来的
房子不打算卖掉，就先不迁户口，等
孩子上了学再迁，这样最稳妥！”

事实确实如此吗？换房的三位
网友在看了以下的部门回复后应该
会放宽心不少，因为落户时间并不
会像大家猜测的那样被“清零”。

北仑区教育局回复称，房子卖
掉，户口还是在该街道、该社区，
落户时间不会“清零”。

江北区教育局在对网友“大海
人生 1108”的回复中表示，按目
前政策，可以按孩子出生时申报的
户口时间算起。

鄞州区教育局也在回复网友
“我看天下”时表示，如果同一学
区内新购的房产无孩子在惠风书院
就读，户口迁入时间按照 2015 年
计算。并且还提醒，报名时要携带
原房产证和原户口本复印件。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宁波市教育
局在回复中表示，落户时间还涉及新
购房内是否有其他孩子在读等多种
情况。义务教育实行属地管理，各地
政策或有不同，关于入学问题，可关
注属地当年的招生政策，或直接致
电属地教育行政部门咨询。

以下为我市各地区教育部门咨
询电话：

海 曙 ： 87291890； 江 北 ：
87668745； 镇 海 ： 86291291； 北
仑：86781900；鄞州：87525733；
奉 化 ： 88523331； 慈 溪 ：
63919180； 余 姚 ： 62831999； 宁
海：65259609；象山：65719719；
大榭开发区：869768612；东钱湖
度 假 区 ： 88327203； 高 新 区 ：
87905235；杭州湾：63075024。

记者在这里也多唠叨一句，为
孩子读书而购房迁户的家长千万要
注意，做决定前最好事先向当地教
育局详细了解政策，注意各项细
节。如果还有其他疑问，也可以通
过以下方式咨询：

1、登录中国宁波网民生 e 点
通问政平台提问。

2、拨打热线81850000。
3、微信搜索“nb81850”或直

接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中国宁波网
民生e点通后直接提问。（高洁）

同学区换房 落户时间“清零”吗

2 月 24 日，海曙区民政局的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宁波市居士
林安养院将关停”系误传，他们
已约谈宁波市居士林安养院负责
人，要求其立即采取措施，尽快
推动消防安全整改，确保所有老
年人有安全、舒适的养老环境。

2 月 22 日，网友“寒意 129”
通过中国宁波网民生 e 点通问政
平台发帖报料，海曙区居士林安
养院因医疗、消防、护理等方面
条件不达标将被关闭，院内 100
多位老人将无处安养。

网友“寒意 129”在帖文中表
示，这些八九十岁的老年人在安养
院居住多年，对里面的环境和护理
方式相当熟悉，突然不能在安养院
养老了，让他们难以接受。

次日，记者来到居士林安养
院。门口的工作人员表示，安养
院负责人外出了。他告诉记者，
宁波市居士林安养院成立已 20余
年，院内大约有 150 位老年人，
平均年龄超过 80岁，其中女性老
人居多，约有120位。

2 月 24 日上午，宁波市居士
林安养院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他们正在与相关部门沟通，暂时
还没有结果。

下午，海曙区民政局工作人
员回复称，经与该院及部分家属

了解核实，网友帖文中所称“宁
波市居士林安养院将关停”系误
传，实情为该院自行关停“知音
长寿楼”护理区，涉及约 50名老
人，年龄大多在 85岁以上。这一
护理区因消防安全、医疗条件和
护理服务未达现行标准，须整
改，但居士林安养院迟迟未整改。

从民政部门提供的居士林告
家属书中可以看到，安养院于今
年 1月收到了整改通知书，居士林
林管会集体讨论决定不再设立“知
音长寿楼”护理区，并请家属在 4
月底之前自行安排长辈养老事宜。

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根据规定，养老机构关停必须做好
周全妥善的入住老人分流安置预
案，并提交书面申请，在征得业务
主管部门同意后方可实施，不能单
方面置老人于不顾而擅自关停。宁
波市居士林安养院自行关停“知音
长寿楼”护理区，事前未到海曙区
民政局报备，入住老人分流安置方
案也不合理，存在明显不当。

目前，海曙区民政局已约谈
宁波市居士林安养院负责人，要
求其立即采取措施，尽快推动消
防安全整改，确保所有老年人拥
有安全、舒适的养老环境，同时
消除安养院老年人、家属以及网
友的误解。（廖业强 仇龙杰）

宁波居士林安养院将关闭？
系误传 民政部门要求尽快推动消防安全整改

记者带您跑现场

宁波网络民生服务平台——中
国宁波网民生 e 点通开通四年多
来，汇集了 11 万余条网友诉求和
几乎同等数量的部门回复。

这些诉求也许很“鸡毛蒜皮”，
这些回复也许很细碎平凡，但这不
起眼的一点一滴，体现着市民朋友

对这座城市的牵挂与热爱，展示着
职能部门小事亦民生的态度与情
怀，累积着宁波文明的进步与美好。

民生无小事，这些“小事”是
构成宁波“大事”的“细胞”。小

“细胞”健康了，相信我们的大
“肌体”一定会充满生机与活力。

马路修好了，却有一根电线杆
立在中间，给过往车辆带来不便。
经过网友不懈追问，这根电线杆终
于在近日被移走了。

2016年9月13日，网友“变形金
刚一二三”通过中国宁波网民生e点通
问政平台发帖反映，环城北路和湖西
路交叉路口的电线杆实在是太突兀

了，影响美观是其次，造成驾驶盲区，影
响车辆正常通行才是大事！实在太危
险！希望有关部门可以想个法子解决。

同年9月19日，江北区电业局
回复称，该电线杆在道路建设前就
已建好并使用，有关部门在建设道
路时未与电力部门沟通联系，造成
目前状况，暂时无法搬迁。

当时，记者曾电话联系宁波市
电业局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告知，这
根电线杆预计2017年可以移走。

之后，记者于2017年12月21日
和2018年1月2日两次前往该处，但
是电线杆依旧“坚挺”在马路中央。

近日，记者得到好消息，这根电
线杆终于挪窝了。2 月 10 日，网友

“变形金刚一二三”再次就此问题发
帖表示，突兀的电线杆已被挪掉，可
以过个好年了。

记者来到现场看到，原先杵在
路中央的电线杆已被挪走，驾车视
线也开阔了不少。 （钟海雄）

电线杆杵在路中1年多终“挪窝”

1月15日，网友“景浩斌”通
过中国宁波网民生 e点通问政平台
发帖反映，景庭水岸附近大片空地
堆放了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对周
边住户以及甬新河沿岸的环境带来
很多负面影响。

2 月 2 日，鄞州区姜山镇跟帖
回复，堆放垃圾的地块为临时场
地。春节后，镇政府将全面清理，
并在空地上植绿。

2 月 22 日，节后上班第一天，
记者联系上网友“景浩斌”。他告
诉记者，小区南面空地上的垃圾尚

未开始清理。
当日，记者在姜山镇景庭水岸

看到，堆放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的空
地位于小区南面，与小区仅一墙之
隔。

空地四周筑了围墙，南面的铁门
是空地的唯一出入口。目前，铁门已
上锁，人员无法进出。

次日，姜山镇政府相关科室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会立即组织
人员清理垃圾，预计 3月底可以清
理完成。之后，空地上会补种绿
化，以美化环境。 （廖业强）

垃圾侵占景庭水岸南面空地
会立即清理，3月底可清完，之后将补种绿化

岁末年初，天一论坛推出
了 《2017，我最深的记忆》 征
文活动，得到网友的积极响
应，“东海沙子”等数十位网友
通过发帖讲述了自己的 2017。
征文结果也于日前揭晓。

参加征文的网友既有论坛
的铁杆粉丝，如“东海沙子”

“宁波阿宽”“秋水含烟”“颖之
星语”等，更有注册不久的老
网友，如年逾古稀的“yuyip-
ing1960”。大家通过帖子，回
望了已经过去的 2017年，写下
了感人肺腑的过往：

网友“东海沙子”总结自
己的 2017年是“行行摄摄又一
年”，用镜头记录了身边的所见
所闻。他是一位非常高产的摄
影爱好者，不仅是天一论坛摄
影板块的绝对主力，也是其他
媒体的宠儿，时有作品刊发；

最让网友“宁子”难忘的
则是自己的父母，父亲做完白
内障手术，眼睛好过她们姐
妹，这让她很欣慰，而远去的

母亲则是她最深的思念；
而 对 于 年 逾 古 稀 的 网 友

“yuyiping1960”来说，2017年“上
天一论坛”竟是他最值得自豪的
一件事。“8月31日，无意间看到
天一论坛的热线电话，就拨打过
去。不曾想，网管小妹十分热情，
在电话里、QQ上‘手把手’地帮
我搞定，让我不胜感激。如今，我
可以在天一论坛的网海里自由
地畅游了。注册不到 100 天，发
帖、跟帖已有数十条之多，有几
条还被推荐在页面上呢。”

更多网友的精彩故事，欢迎
您登录中国宁波网天一论坛相
关主题帖查看。经评选，网友“东
海沙子”“yuyiping1960”等 24 位
网友分获一、二等奖和纪念奖，
名单详见中国宁波网相关报道
和征文主题帖。

请获奖网友于今天起至 3
月 2 日的 9 时至 17 时，携带本
人身份证到宁东路 901 号宁波
报 业 传 媒 大 厦 812 办 公 室 领
奖，过时不候。 （朱宗建）

“2017，我最深的记忆”征文评选揭晓
“东海沙子”等24位天一论坛网友获奖

“律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
草木知。”这是宋朝张拭写的《立
春》 一诗中的诗句。眼下立春已
过，天气更是渐渐转暖，周遭红
梅吐艳，小草冒尖，一派生机盎
然。

春到人间草木知，何况青春
如你！对爱情的渴望，是否也已
如这春色，在心中悄悄滋长。

为给广大青年创造高质量的
交友机会，宁波市妇联联合市总
工会、团市委、市科协、市侨
联、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将在 3
月推出 “全城热恋 2018”系列
公益交友活动，以更好地促进甬
城青年树立积极、健康、向上的
婚恋观、家庭观，为广大单身男
女展示自我、相互结识提供平台
与机会。

本次活动将依托宁波市三江
缘公益红娘联盟团体会员，在中
心城区和各区县 （市） 共同设置
会场，分别举行交友活动。

其 中 “ 亲 青 甬 城 玫 瑰 有
约”主场活动将于 3 月 3 日推出，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
值得一提的是，市妇联、市

总工会、团市委、市科协、市侨
联已联合邀请了部分行政事业单
位、金融、卫生、教育等行业的
优秀单身青年参加，也希望您尽
快来抢占所剩不多的活动名额。

报名具体事项如下：
参与对象：20 周岁至 40 周

岁，身体健康、积极向上、有固
定职业的单身男、女青年；

费用：免费。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快扫

一扫文末的二维码报名吧！
如有什么问题，您可以拨打

我们的活动热线81850000咨询。
（陈冬冬）

春到人间草木知 交友正当时
“全城热恋2018”系列公益交友活动启动，
主场活动报名通道开启

公益活动

部门回复精选

庆丰地块原规划学校
办学规模将扩大

网友“wonder_nj”：庆丰地
块的学校什么时候建设？

鄞州区教育局：根据原 《宁
波市三江片基础教育设施专项规
划》，庆丰地块 （位于江东北路以
南，徐戎路以西） 规划一所 48个
班级的小学，占地 3.67 公顷，建
筑面积3.7万平方米。

2016 年区划调整后，鄞州区
有关部门对原三江片的规划进行
了再评估，涉及庆丰、余隘等地
块的在建和待建楼盘较多，原规
划的学校规模已经不能满足周边
居民入学需求。因此建议有关部
门调整布局规划，在服务半径内
重新选址，扩大办学规模，建设
至少能够接纳 60个班级学龄儿童
的学校，以满足该区域居民的入
学需求。目前，此方案正在论证
中。

车位产权面积
从白线哪个位置开始算

网友“曾许诺”：停车位的标
准尺寸要怎么量，是从白线的外
围、内缘，还是中间开始算？

市公安局：是从白线中心开
始量。

如何判断职业病？
宁波这些医院提供鉴定

手机尾号为“3714”的网友：
宁波哪里可以进行职业病鉴定？

市卫生计生委：宁波市第一
医院可以鉴定职业中毒、物理因
素所致职业病 （减压病、高原
病、航空病除外）、职业性皮肤
病、职业性眼病 （放射性白内障
除外）、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
职业性肿瘤、其他职业病；宁波
市第二医院可以鉴定尘肺、职业
中毒、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 （仅
限中暑、手臂振动病）、生物因素
所致职业病、职业性皮肤病、职
业性眼病(放射性白内障除外)、
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职业性
肿瘤、其他职业病。其中劳动者
比较常见的尘肺职业病，只能在
宁波市第二医院诊断。

江北滨江公园
将升级为体育休闲公园

网友“gxjm”：江北谢家地
块居民众多，缺乏健身场所。广
厦小学原是该地块对外开放的运
动场所，但现已不再开放。请问
为何关闭，日后是否会继续开
放？

江北区教育局：广厦小学将
全部搬迁至宁大附属学校，原广
厦小学马上要进行改造，目前处
于搬迁状态，校内物品杂乱，出
于安全考虑停止开放。宁大附校
属于新开办学校，一般新开办学
校出于保护场地的原因，第一年
暂停开放，同时如果学校有学生
上晚自习也将不对外开放。

这里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江
北区政府为了给市民一个良好的
健身环境，计划将滨江公园升级

为体育休闲公园，在公园内设置
7 个篮球场、4 个气排球场、2 片
笼式足球场、1 个门球场，以及
健身步道和若干极限活动区。公
园初定于今年上半年对外开放，
届时将成为市民健身的好去处。

宁大附属学校
2018年秋季生源“爆棚”

手机尾号为“8822”的网
友：想了解下宁大附属学校 2018
年秋季招生政策，如果要按照户
籍迁入的时间录取，是否可以公
布一下时间分界点。

江北区教育局：据宁波大学
附属学校近期摸底情况，2018 年
秋该校服务区内的户籍学龄儿童
已超过规划招生人数，特予以预
警，希望后续还想通过购房入户
的学龄儿童家长一定要慎重。至
于最终报名人数情况，需要报名
后才能完全知晓。

领取失业救济金期间
医保费用可免交

网友“天空一号”：失业期间
医疗保险费用怎么交？

市人社局：社保法规定，失
业人员领取失业救济金期间参加
医疗保险，应当缴纳的医疗保险
费用由失业保险基金支付，个人
不需要缴纳。宁波的实际操作
为：先办理医疗保险的个人参保
手续，然后到社保经办机构指定
的银行签订委托扣款协议。这
样，领取失业救济金对应月的医
疗保险费用免交，待遇正常享
受。

青林湾北面滨江休闲带
何时开工建设

手机尾号为“7526”的网
友：青林湾滨江区块休闲带何时
开工建设，工期预计多久？

市住建委：青林湾小区北面
的姚江南岸滨江公园和姚江东路
即姚江南岸滨江休闲带 （环城北
路—机场路） 工程和姚江东路

（环城北路—机场路） 工程，正在
开展涉及铁路宁波枢纽庄桥至宁
波段增建三四线工程方案对接、
下穿铁路节点方案报批以及房屋
拆迁启动的前期调研等工作，力
争早日开工建设。

高塘四村内
新芝小学会拆迁吗

手机尾号为“9554”的网
友：高塘四村拆迁启动，位于小
区内的新芝小学是否会拆迁搬离？

海曙区教育局：高塘四村拆
迁 后 ， 新 芝 小 学 暂 时 不 会 拆
迁，但我们会结合高塘四村的
危旧房改造工程进行周边学校
的布局调整。

社保卡金融账户跨行取款
要收手续费吗

网友“Who是胡十九”：社
保卡跨行取款要收手续费吗？

市人社局：社保卡不收取跨
行取款手续费。

（张枫 高洁）

2016 年 9 月 27 日，电线杆杵
在路中央。 （钟海雄 摄）

景庭水岸南侧空地堆满垃圾。 （廖业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