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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余晶晶） 昨天，市教育局公布了公
办背景民办初中招生时间安排表。

民办初中招生活动不得早于 4
月 1日，民办小学不得早于 4月 15
日。招生活动包括开展招生登记、
组织校园开放日、招生宣传、收取
学生简历、与招生相关的夏令营、
冬令营等。

市本级区域的公办背景的民办
初中区域内招生和全市公办背景民
办初中的跨区域招生的网上报名、
电脑派位等工作由宁波市教育考试
院统一组织。

对违规招生的学校，主管教育
行政部门应责令其限期整改，并予
以警告；情节严重的，要通报批
评，对主要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
若民办学校在招生过程中有严重违
规行为，则由教育主管部门削减该
校下一年度招生计划或采用电脑派

位方式录取学生；若公办背景民办
初中在跨区招生录取过程中有违规
行为，市教育局还将从下一年度开
始核减该校 30%跨区域招生名额 1
至 3 年，直至取消跨区域招生资
格。对有违规招生行为且督促整改
不力的区县 （市），在年度教育目
标考核中不得评优。

跨区域招生的公办背景民办学
校，由各区县（市）和市教育行政部
门进行确认。跨区域招生的公办背
景民办初中和市本级区域的公办背
景民办初中须于4月2日前，将有关
招生计划、招生简章、《民办学校跨
区域招生报备表》《民办学校招生计
划表》《民办学校规范招生承诺书》，
经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审核盖章后报
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备案，并报送
电子文档至nbjijiao@163.com。

宁波外国语学校初中招生参照
公办背景民办初中招生要求执行。

公办背景民办初中招生时间表公布
4月27日摇号

本报讯 （记者林海 通讯员
周力 奉化记者站严世君） 3 月
22日，2018奉化水蜜桃文化节之
桃花源文体旅博览会在奉化体育
馆南广场举行。首日就吸引了
6000 人次市民前往参观，全部活
动将于27日结束。

据了解，文体旅博览会现场
展区有文化特色产品展示：根雕艺

术等桃木艺术产品、诗词字画现场
义卖、奉化特色小吃类、奉化水蜜
桃预销及奉化特色节目布龙表演
等；还有全域旅游产品展示——包
括雪窦山、滕头、溪口、阳光海湾、
十条赏花线路发布、十条古道线路
发布、五大休闲农庄发布、十大民
宿等；晚上还有精彩文体节目展
示。

桃花源文体旅博览会开展

本报讯 （记者黄程 杭州湾
报道组卓松磊） 记者从杭州湾新
区出口加工区获悉，日前，新区
与菜鸟网络正式签订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菜鸟网络将在新区出
口加工区原有租赁仓库基础上，
再定制 4 万平方米的智慧仓储。
至此，新区出口加工区也成为国
内最大的天猫国际直营基地。

在扩大规模的同时，菜鸟网
络还将在仓储物流、仓配网络、
配套设施、技术创新升级、供应
链打造方面继续加大投入，将新
区打造成跨境业务的全球采购中
心，在新区进行全方位的前瞻性
布局。

智慧仓储、机器人搬运是眼
下电商界的热词。火爆网络的视
频中，数百台AGV机器人穿梭自

如，不需要人工干预调配，消费
者下单后由系统分单给机器人，
机器人既能相互协作执行同一个
订单拣货任务，也能独自执行不
同的拣货任务，甚至根据任务优
先级来相互“礼让”。这样的情
景，即将在新区出口加工区出
现。业内人士表示，面对新零
售、全球化的电子商务，未来的
物流网络竞争力必定在于提升运
营效率。

在刚过去的“天猫国际 3·8
女王购物节”中，菜鸟网络在新
区的业务再创新高，单量和成交
额增长约 300%。去年，新区共验
放进口商品 896.4万单、货值 14.6
亿元，同比增长近 30倍，随着合
作的继续深入，今年新区跨境进
口业务也将实现快速增长。

杭州湾新区将建
国内最大天猫国际直营基地

本报讯 （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索向鲁） 作为我市唯一一家全
国首批河湖管护体制机制创新试
点县 （市），北仑区近日顺利通过
考核验收。考核组认为北仑治水
力度大、起点高、效果好，河湖
管护体制机制健全，为工业城市
实施河湖管护工作提供了可复制
可推广的“北仑模式”。

自 2015 年 试 点 工 作 开 展 以
来，北仑区面对外来人口多、工
业企业多，水资源相对匮乏的实
际，探索“河长”制与河道管理
机 构 的 深 度 融 合 ， 坚 持 “ 截 、
清、治、修、管、养”并重，形
成一套“管理制度化、保洁标准
化、覆盖全域化、督查常态化、
责任精细化、保障一体化”的河
道长效管理体系。

该区建立“河长制”与河道

专职管理机构融合的管护体系，
将全区 1000多个水体全部纳入管
控范围，构建起区、街道、村三
级管理网络；实现全民“共治共
管”，引入第三方专业保洁队伍、
组织“治水督查团”、亲水志愿者
等，形成全社会“共治共管”的
良好氛围。

此外，北仑区还创新模式，
实现全面“无死角”常态管护，

“线上+线下”360 度智能管护模
式，强化排口“身份证”管理，
实现河道治理动态管护。同时进
行科技创新，从单一的工程治水
向水生态整体修复转变，边整
治、边探索、边提升，先后引进
微纳米气泡反应机、曝气活化+
液态活性微生物等技术，实施增
殖放流，加快修复河道水生态平
衡，取得明显成效。

北仑跻身全国首批
河湖管护体制机制创新试点

本报讯 （记者沈孙晖 通讯
员吴宙洋 胡凯） 昨天上午，来自
象山丹城五小、丹城二小的千余名
学生身着汉服衣冠齐聚象山影视
城，举行千人汉服学国学活动。

伴随着悠扬的古乐，学生们
鞠躬作揖，向老师行拜师之礼，
并轮流敲响“明志鼓”，眉心逐个
点上“开智砂”。在几名影视小童
星的带领下，孩子们面朝孔圣人

像，齐声吟诵 《弟子规》《三字
经》 等国学名篇。丹城五小一年
级学生陈知行说，这次活动让他
对华夏文化瑰宝有了进一步的了
解。

据悉，此次国学会是象山影
视城踏青节的主要活动之一。景
区推出了“影视揭秘之旅”“国学
研学之旅”“艾味 DIY 之旅”三
条精品游线路，深受游客好评。

千人汉服学国学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陶
子 卫理） 3 月 24 日 是 第 23 个

“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今年我国的
活动主题是“开展终结结核行动，
共建共享健康中国”。记者从市防
疫站获悉，近五年，宁波市肺结核
疫 情 呈 现 逐 年 下 降 趋 势 ， 但 至
2017 年全市活动性肺结核年报告
发病率仍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疫情
防控形势依旧严峻。

据介绍，我市肺结核发病特
点主要表现为：15-35 岁年龄段
和 55 岁以上年龄段高发，男性多

于 女 性 ； 职 业 分 布 以 农 民 、 工
人、家政家务及待业和民工等低
收入人群为主；流动人口肺结核
病人占比逐年增加，已近 50%，
治疗管理难度大；我市学校结核
病报告发病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但对学校肺结核病人进行密
切接触者主动筛查时仍发现有学
校聚集性疫情存在，其中以高中
和大学低年级学生多见。

据了解，目前，我市已全面实
行定点医院诊治、社区卫生服务机
构随访、疾控机构指导管理的结核

病防治工作体系。每个区县 （市）
均指定有结核病定点诊治医院，承
担辖区内结核病的诊断、治疗、登
记和报告工作。市民若发现连续咳
嗽、咳痰两周及以上或者痰中带
血、咯血的，应怀疑肺结核，及时
到所在区县 （市） 结核病定点医院
进一步检查和明确诊断。对于得了
活动性肺结核的市民，请务必休工
休学进行居家隔离治疗，直至痰菌
阴性，传染性消除后方可复工复
学。

目前我市肺结核成功治疗率已

超过90%，患者只要遵医嘱、全程
配合社区医生随访管理，并规范服
药，绝大多数可治愈。对于宁波市
耐多药肺结核病人，只要符合“经
宁波市耐多药专家组确诊、在宁波
市第二医院耐多药肺结核门诊接受
治疗并参加宁波市基本医疗保险的
常住人口”这一条件的，就诊时可
向宁波市第二医院耐多药肺结核病
专家门诊提出补助申请。申请成功
后，病人诊疗费用在医保报销后需
个人承担的部分将由市级财政给予
相应减免。

我市肺结核疫情呈下降趋势
肺结核成功治疗率已超90%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伊
春辉 陈贞贞） 3月22日晚上，63
岁的郑先生永远地离开了这个让他
眷恋的世界，按照他的遗愿，家人
联系市眼科医院角膜接收站，捐献
了他的一对眼角膜。

“他人为我捐肾脏，让我重获人
生，现在我也要传递这份爱心！”家人
说，郑先生是带着笑容离开世界的。

生于宁波的郑先生是位老党

员，年轻时在萧山生产建设兵团工
作，后来，老郑回到宁波当了国有
企业的厂长，他把厂里的职工当家
人一样看待，谁家有困难他总是想
尽办法帮助解决。

2000 年，46 岁的他被查出患
了尿毒症。从此，郑先生开始了与
病 魔 的 战 争 。 2003 年 国 庆 节 前
夕，郑先生终于等来了梦寐以求的
肾源，成功接受肾移植手术，结束

了 3年的血透生涯。看着家人们脸
上重现笑容，郑先生衷心感恩捐献
肾脏给他的爱心人士。

可是，命运似乎又跟郑先生开
了一个玩笑，2016 年，郑先生再
次被查出患了结肠癌，而且确诊时
已经处于晚期。放疗、化疗，身体
状况持续恶化。2018 年春节后，
深知将不久于人世的郑先生召集全
家商讨后事，同时说出自己的心

愿 ： 15 年 前 好 心 人 为 他 捐 献 肾
脏，这份恩情他一直铭记于心，他
希望离世后将身上能用的器官组织
捐献给有需要的人，把那份爱心也
一并传递。家人们流着泪答应。

3月12日，在鄞州区红十字会
工作人员的帮助下，郑先生成为角
膜捐献志愿者。

据介绍，郑先生是今年以来市
红十字眼库第8位角膜捐献者。

宁波六旬老人捐献角膜
15年前也曾有好心人为他捐肾脏

公办背景民办初中招生时间安排
时间

4月23日
-25日

4月27日

4月28日

4月29日

4月30日
-5月4日

5月5日

内容

1.招生网上报名（含跨区招生）
2.报名网址：宁波教科网

（http://www.nbedu.gov.cn/）

1.区域内招生电脑派位

2.跨区域招生电脑派位
1.招生学校对区域内第一批次
志愿和跨区域招生入围对象进
行身份信息确认并告知面谈或
学习能力测评相关要求
1.第一批次志愿入围对象面谈
或学习能力测评
2.跨区域招生入围对象面谈或
学习能力测评
1.招生学校对第二批次志愿招
生对象确认及相关准备工作
1.第二批次志愿招生面谈或学
习能力测评

招生学校
1.市本级区域公办背景
民办初中
2.全市跨区域招生的公
办背景民办初中
市本级区域公办背景民
办初中
全市公办背景民办初中
1.市本级区域公办背景
民办初中
2.全市跨区域招生的公
办背景民办初中
市本级区域公办背景民
办初中
全市跨区域招生的公办
背景民办初中
市本级区域公办背景民
办初中
市本级区域公办背景民
办初中

身后传球、三步上篮、连续上下楼运球、双手连续行进拍……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高难度动作不是出
自篮球明星，而是来自幼儿园孩子们的表演。昨天上午，在宁海县实验幼儿园，该园940多名小朋友向苏
浙两省近百位从事幼儿体育教育专家展示了他们的篮球“绝技”，嗨翻了整个现场。该幼儿园开展小篮球
运动十多年，年年在省幼儿特色体育大会上获大奖。 （严龙 陈云松 摄）

超燃！篮球宝贝

朱砂开智。 （徐能 沈孙晖 摄）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杨志丹） 昨天，宁波市艺术教育
联盟在李惠利中学成立。

联盟首批理事学校包括宁波
中学、宁波效实中学、宁波市李
惠利中学、宁波市鄞州中学、宁
波市爱菊艺术学校教育集团、华
师大宁波艺术实验学校。

其中，李惠利中学艺术中心成
立10多年来，为海内外著名高等院
校输送了大量人才，更囊括了省市

乃至全国多次各级各类比赛的一
等奖，学校已获得浙江省“普通高
中音乐学科基地”、浙江省首批艺
术实验学校、全国中小学戏剧教育
研究会成员学校等诸多荣誉称号。

本次艺术教育联盟的成立，
是宁波市艺术教育事业发展的大
势所趋。联盟为各校搭建了一个
资源信息共建共享的平台，既拓
展了校际横向联合，也加快了教
学成果的纵向发展。

宁波市艺术教育联盟昨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