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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陈
琼）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 2018 年全
市卫生计生科教工作会议上获悉，
今后三年，宁波将着力打造“浙江
省医学中心”，并于今年启动建设
首批 10 个医疗卫生品牌学科，力
争达到省内领先水平。据了解，

“十三五”期间，浙江省将要打造
4 个“省医学中心”，宁波市是其
中一个。

据介绍，宁波目前有三级医院
20家，其中三甲医院8家。无论是
三级医院数量还是三甲医院数量均
高居浙江省各市之首。然而，与国
内其他计划单列市相比，宁波医院
的综合实力不够突出，高层次卫生

科技创新项目比较缺乏。
为改变宁波医院综合实力不够

的突出现状，早日将宁波市打造成
“省医学中心”，我市将建设医疗卫
生品牌学科作为突破口。据市卫生
计生委主任张南芬介绍，我市医疗
卫生品牌学科建设以市级医疗卫生
单位为重点，围绕某一系统疾病的
诊疗，将相关临床科室有机整合，
打造“一院一品”新模式。

根据学科基础条件和专业布
局，结合全省 DRGs （疾病诊断相
关分类） 排名，我市已经选定首批
10 个 医 疗 卫 生 品 牌 学 科 ， 分 别
为：宁波市李惠利医院、宁波市第
一医院、宁波市第二医院共建的心

脏大血管疾病诊疗中心；宁波市李
惠利医院的耳鼻咽喉头颈疾病诊疗
中心；宁波市李惠利东部医院的肝
胆胰疾病诊疗中心；宁波市第一医
院的脑部疾病诊疗中心；宁波市第
二医院的呼吸系统疾病诊疗中心

（胸科中心）；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
的生殖医学中心；宁波市中医院的
中西医结合内分泌诊疗中心；宁波
市康宁医院的儿童青少年心理障碍
及睡眠障碍诊疗中心；宁波大学医
学院附属医院的临床护理学；宁波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现场流行病
学。

首批 10 个医疗卫生品牌学科
计 划 建 设 周 期 为 三 年 。 至 2020

年，建成一批临床技术先进、创新
优势突出、人才梯队合理、管理体
系科学、具有一定规模的品牌学
科，其水平达到省内领先、国内先
进，力争进入省部级重点学科行
列。

与此同时，宁波将探索开展市
医学临床研究中心建设。制定出台

《市级医学临床研究中心管理办
法》，以某一系统疾病的诊疗创新
为重点，以一家市级三甲医院为牵
头单位，与两家以上市属三甲医院
强强联合，其他市、县及基层医疗
机构共同参与，将不同医院同一学
科的科技创新团队整合起来，搭建
开放、共享的临床研究平台。

宁波要打造“省医学中心”
今年启动十大医疗卫生品牌学科建设 本报讯（记者龚哲明 通讯

员方健波） 昨日下午，农工党
全国副省级城市第二届第三次
工作联席会议在甬闭幕。全国
政协常委、农工党中央专职副
主席于文明出席会议并讲话，
市领导梁群、陈为能等参加会
议。

会议期间，全国 15 个副省

级城市的农工党市委会负责人，结
合党派履职，交流、探讨各地生态
环境建设的实践。

会上，15 个副省级城市农工
党市委会启动共同帮扶项目，将筹
资 103万元助建云南会泽新街乡卫
生院。农工党宁波市委会负责人代
表 15 个副省级城市农工党组织与
云南会泽县代表签约。

农工党全国副省级城市第二届
第三次工作联席会议在甬闭幕

本报讯（记者金鹭 通讯员
叶城） 针对本报“围挡问题再暗
访”系列报道中曝光的两个“围
而不建”问题项目，余姚市迅速
行动，当天召开协调会议落实责
任单位，明确了具体整改时间和
方案。目前，相关工作正在抓紧
落实中。

据了解，凤山街道子陵路与
星光路交界地块由于历史原因暂
时作为城管物品临时堆放场所，
因缺乏有效管理，围挡内部存在
建筑垃圾、生活垃圾乱堆放现象，
并有部分废品回收人员驻扎。

问题曝光后，相关责任部门
立即制定整改方案，有序推进整
改工作。

昨日上午，笔者在现场看
到，施工人员正在进行垃圾清运
工作，一台吊机、几台挖掘机同
时运作。“目前正在抓紧取缔围
挡内不规范的临时板房、集装箱

等，城管扣押物品也将于一周内搬
离至凤山街道的建筑垃圾临时堆放
场。”相关负责人告诉笔者，此处
围挡的整改工作将于本月底前完
成。下一步，余姚市相关部门还将
加大招商力度，力争地块尽快出
让。

另一处问题项目为新建北路东
侧、北河沿路北侧地块。据相关负
责人介绍，该地块于 2013 年由德
发房产开发有限公司竞得，一直未
开发建设。目前，余姚市国土局已
决定收回土地，相关手续正在抓紧
办理，争取在 6月底前完成收购出
让手续，在今年年底前开工。针对
地块现状存在管理不到位的情况，
目前余姚相关部门已督促房产公司
进行清理，并将按新标准要求做好
整改工作。

在对曝光问题整改基础上，余
姚举一反三，开展建设工程 （储备
用地） 围挡改造提升工作。目前，
该市已通过自行排摸整改、视频曝
光、督查巡查等措施，对城市重点
区域的 70 个建设工程围挡项目进
行了全面整治提升。

清运工地垃圾 收回闲置土地

余姚对“问题”项目进行整改

本报讯（记者徐展新 通讯
员邵丽琼） 今天，第十六届中国
国际家居博览会春季展在甬开
幕。

据悉，本届家博会由中国轻
工业联合会和宁波市政府联合主
办，以“品牌家居、品质都市、
品味生活”为主题，在 6个展馆
设标准展位 2800 个，展览面积

5.8 万平方米，展品涵盖家居上、
中、下游产业，划分为房产、建
材、家装、家电、家具、家饰六大
展区。来自英国、美国、德国等
10 余个国家以及国内 20 多个省市
的1000多个知名家居品牌参展。

此外，本届家博会期间，主办
方还将举办 2018 宁波二手房信息
发布会，发布《宁波二手房白皮书》。

家博会今日开幕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虞南） 一扫往日阴霾，连日
来，甬城气温不断攀升，昨天市
区最高气温达到27.9℃，今天最
高气温将继续向着“3 字头”进
发。午间走在户外，大家可以体
会到“初夏的感觉”。

今天，我们将迎来二十四节
气中的第六个节气——谷雨，这
也是春季最后一个节气。谷雨时
节，南方的气温升高较快，一般
4 月下旬平均气温已在 20℃至
22℃，比中旬增高 2℃以上。这

同时也是播种移苗、埯瓜点豆的最
佳时节。

谷雨时节，天气多变。从目前
的气象资料分析，周六云系增多，
夜里起会有雨水来扰，周日将有一
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根据预报，
今明两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云系
增多，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23
日阴有阵雨局部雷雨，24 日起多
云或晴天气为主；22 日前我市气
温 整 体 较 高 ，最 高 气 温 27℃ 至
29℃，最低气温 15℃至 18℃，23 日
起受冷空气影响，气温有所下降。

今日谷雨 周末再迎雨水

本报讯（记者徐欣 江北记者
站张落雁 通讯员朱圆） 婴幼儿防
蚊手环、植物精油防蚊、驱蚊喷涂
液、驱蚊灯……记者近日在宁波大
央工贸有限公司看到，该公司生产
的各种防蚊产品琳琅满目。“我们
即将推出一款灭蚊灯新产品，它能
模仿人体产生温度和二氧化碳招引
蚊子，从而达到物理杀灭蚊子的目
的。”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据介绍，该企业 2010 年起步

于一个只有 5个人、以海归人员为
主的研发团队。8年来，他们与蚊
子较上了劲，一直专注驱蚊产品的
研发生产。目前，公司已有植物源
驱蚊和物理源驱蚊两大类 35 款产
品，拥有实用新型和发明专利 50
多项，其中发明专利 6项，产品广
受日本、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客户
喜爱。2017 年出口产值达 1.2 亿
元，今年产值有望突破2亿元。

“我们几乎将所有的利润用于

研发和扩大生产，至今厂房还是租
的，只是从开始租一个车间，到现
在把整个厂区都租下来了。”虽然
如此，但令总经理吕玲玲欣慰的
是，这几年，企业已建立起一支由
14 人组成，以硕士研究生为主的
自有研发团队，还有一个遍布全国
的研发合作或顾问团队30余人。

正是因为对研发技术的高度重
视，公司生产的产品倍受市场追
捧。企业外贸部负责人指着一款灭

蚊灯产品告诉记者，这是最新的一
个适合家用的“爆款”灭蚊灯泡，

“这款产品全部自行设计、研制，
去年首次进入美国市场即一炮打
响，仅美国市场就销售了 340多万
只。”鉴于产品良好的销售形势，
该灯泡目前已在 20 多个国家申请
了专利。

据悉，该公司还成立实验室，
专门用来培育各类蚊虫。“算起来，
这里的蚊子已经是 380代了，实验
用的蚊子都可以装十余麻袋了。”
吕玲玲笑称，他们研究团队将研究
蚊子当成了一种乐趣，观察记录它
们的习性、喜好、遗传信息，然后
不断开发出对应的产品。“今年公
司产品销售要从覆盖北半球市场向
南半球市场拓展。”吕玲玲说。

江北一企业与蚊子较上了劲
35款驱蚊产品深受欧美客户喜爱

本报讯（记者董小芳 通讯员
钟法 实 习 生马昊） 昨 天 上 午,
全省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宣传周活动
在甬启幕。会上，省高院部署，5
月 1日起在杭州、宁波、温州、金华、
台州等五市全面推行知识产权民
事、刑事、行政审判“三合一”工作。

据通报，2017 年，全省法院
通过依法公正高效审理大量知识产
权案件，制止和打击各类知识产权
侵权行为，营造了公平竞争的市场
环境。共新收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

件 22200 件，审结 20969 件，分别
同比上升 19.29%和 13.45%；收结
案数量位居全国第三。其中涉外、
涉港澳台案件数量大幅上升，共审
结1733件，是2016年的3倍。

我市自去年 9 月 8 日设立知识
产权法庭实现跨区域管辖以来，市中
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整体收案
量大幅上升，尤其是专利案件激增，
全年共受理专利合同、权属及侵权纠
纷案件497件，同比增长60.32%。

市中级人民法院与知识产权局

等单位合作共建的宁波市知识产权
综合运用和保护第三方平台也获得
了省高院点赞，该平台形成了以

“诉调无缝对接、矛盾多元化解”
为特色的“宁波模式”，截至去年
年底，该平台已经聘任 120余名调
解员，调解成功案件 1948 件，调
解率达68.62%。

所谓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
事案件审判“三合一”，是指由知
识产权审判庭统一审理知识产权民
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实施方案明

确，5 月 1 日起，我市知识产权行
政、刑事案件的地域管辖权将发生
重大变化，海曙法院跨区域审理海
曙区、江北区辖区内的第一审该类
案件；鄞州法院跨区域审理鄞州
区、象山县辖区内的第一审该类案
件；北仑法院跨区域审理北仑区、
镇海区辖区内的第一审该类案件；
奉化法院跨区域审理奉化区、宁海
县辖区内的第一审该类案件；余姚
法院、慈溪法院审理本辖区内的第
一审该类案件。

全省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宣传周活动昨在甬启幕

我市将全面推行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

昨天，镇海区招宝山街道胜利
路社区 87 岁的老党员陈桂夫将亲
手绘制的漫画《中国共产党廉洁自
律准则》赠予社区，漫画诠释了八
条党员廉洁自律规范的含义，让党
员干部在欣赏作品的同时接受廉政
教育。 （徐文杰 汤越 摄）

八旬党员
漫画说廉政

4月16日大熊猫“正正”飞离甬城回娘家四川。能否在动物园再见
大熊猫就成了甬城市民关心的事情。昨日 12 点 25 分，随着四川航空
3U8927次航班缓缓降落在宁波栎社国际机场，甬城迎来了两只新的大
熊猫“阿杰”“雅郡”。在抵达新家后，它们先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检
疫，同时适应一下全新的生活环境。一切顺利的话，它们将在即将到来
的“五一”小长假和大家见面。 （崔引 摄）

“阿杰”“雅郡”来甬了

连续报道

本报讯（记者徐欣 通讯员李
飞峰） 昨日，宁波市茶文化节组委
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由中国国
际茶文化研究会、中国茶叶流通协
会、中国茶叶学会、浙江省农业厅
和宁波市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九届中
国宁波国际茶文化节暨“海曙杯”
首届中国家庭茶艺大赛将于 5 月 3
日至 6日在宁波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举行。

我市共有茶园 21.84 万亩，年

总产量1.91万吨，一产产值8.93亿
元。全国近30%的茶叶出口经宁波
港漂洋过海。为弘扬我市悠久的茶
文化，发展茶经济，2004 年，市
政府决定举办中国宁波国际茶文化
节，时至今日已经连续举办了八
届。经过十多年的培育，中国宁波
国际茶文化节已经成为我国茶领域
内规模大、层次高、影响广的茶文
化节庆活动。

本届茶文化节主体活动由展示

展销、名茶评比、茶艺大赛、文化
旅游等 11 项活动组成。其中，第
九届中国 （宁波） 茶叶博览会是茶
文化节的重头戏。届时，宁波国际
会展中心将设五个馆，分别为中心
展示馆、六茶共舞馆、文化体验
馆、精品茶器馆、禅茶文化馆。展
品包括绿茶、白茶、红茶、黑茶

（普洱）、青茶、花茶、茶食品、紫
砂、陶瓷、茶器、文玩、茶人服、
根雕、茶家具及书画等万余种，并

提供茶业经销、加盟、投资、采
购、定制等一站式服务。

本次博览会总面积达 2.2 万平
方米，是历届规模最大的一次。其
中，展位达到 780个，知名度较高
的品牌茶占70%以上。展会期间将
有 超 过 3000 人 的 专 业 采 购 商 到
场。同时，场馆内还将组织 10 场
以上的茶文化和茶品牌推广活动。

此外，“海曙杯”首届中国家
庭茶艺大赛、新时代宁波茶文化传
承与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茶诗创
作朗诵会、茶园风情游、“禅·
茶·乐”茶会、茶文化“四进”
推广活动、全国茶馆经理年会、
中国茶业电子商务品牌建设发展
交流会等活动将从 4月底开始陆续
举行。

第九届中国宁波国际茶文化节5月初举行

三千专业客商共赴茶港盛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