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充分调动社会公众参与治水的积极性，决定开展“五水共治”有奖
举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举报平台：1.宁波河道APP；2.宁波五水共治微信公众号；3.宁波
五 水 共 治 网（http://nbwsgz.cnnb.com.cn/），举 报 邮 箱:171964650@qq.
com；4.举报电话87187169（工作日900-1200,1400-1700）。

二、举报类型：1.排口晴天有排水；2.河水颜色变深且有异味；3.工业企
业偷排、漏排生产性污（废）水；4.在河道或河岸偷倒建筑垃圾、偷排泥浆；5.河
岸或河道垃圾达5平方米且超过8个小时未清理；6.沿街店铺通过雨水口直
接排放污水。

三、报料要求：对于报料要有一定描述，如有上传照片或视频，应清
晰反映问题，同时要有明确的时间、地点及联系方式。

四、奖励标准：经查实，给予第一爆料人话费奖励30元/次。话费奖励
等活动结束统一发放。

五、活动时间：即
日起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

宁波市五水共治
工作领导小组（河长
制）办公室

2018年5月2日

关于开展“五水共治”有奖举报活动的告示

宁波五水共治微

信公众号二维码宁波河道APP二维码

根据人社部 《关于开展 2018 年享受政府特殊津

贴人员选拔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函 〔2018〕 9 号）、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开展 2018 年享

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员选拔推荐工作的通知》

（浙人社函 〔2018〕 34号） 精神，经个人申报、基层

单位公示、各地各部门审核推荐并经专家评审, 崔

云等 11人为 2018年度宁波市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拟推荐人选，毕金光为备选人选，现予公示。

一、反映问题方式：在公示期内，单位和个人均

可通过来信、来电、来访的形式，向宁波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反映公示对象的问题。单位名义反映问

题的，应加盖公章；个人名义反映问题的，请署本人

真实姓名，以便查证。

二、公示时间：从 5 月 8 日起到 5 月 12 日止，共 5

天。

三、联系部门和受理电话 ：

联系部门：宁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通信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和济街95号

邮政编码：315040

举报电话：83867170 89186227 89186156

宁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年5月8日

关于2018年度宁波市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拟推荐（备选）人选的公示

一、2018 年度宁波市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拟推荐人选11名

崔 云 宁波市中医院

陆勤康 宁波市鄞州人民医院

程晓民 宁波工程学院

周海滨 宁波立华制药有限公司

金亚东 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建平 宁波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

张 悦 宁波市效实中学

沈韦羽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东部医院

徐明明 宁波广播电视集团

叶俊能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潘超宇 宁波培罗成股份有限公司

二、2018 年度宁波市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备

选人选1名

毕金光 宁波威孚天力增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宁波市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拟推荐（备选）人选名单

高桥镇蒲家村 1号商业 A地块项目（方格大厦）前期物业
管理服务以公开招标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有关事项明确
如下：

1、招标单位：宁波新泰信置业有限公司；
2、项目概况：
名称：高桥镇蒲家村 1 号商业 A 地块项目（方格大厦）前

期物业管理服务；
类型：办公、商业；
项目总用地面积：9751㎡；总建筑面积：20116.75㎡；地上

建筑面积：16708.9㎡，地下室建筑面积：3407.85㎡
位置：项目位于宁波海曙区高桥镇蒲家村，西临新丰路，

北为规划道路。
3、投标对象：通过前期物业管理招投标获取单个项目 2

万平方米以上规模的商业办公项目业绩的物业服务企业。
4、报名日期：投标申请人请于 2018 年 5 月 15 日上午 8:

30－11:00，携以下资料到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公共资源交易
站开标室（高桥镇中心幼儿园南边）报名（其余时间不予受
理）：

（1）投标申请书；（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3）企业概况
和投标申请人通过前期物业管理招投标获取 2万平方米以上规
模的商业办公项目的业绩证明（复印件）；（4）拟派出的项目经理
简历、学历（大专及以上）、信用证明、社保证明、业绩证明等证明
材料，曾以拟定项目经理身份参加前期物业管理招投标且目前
尚任中标项目前期阶段项目经理的，不得再拟任本项目的项目
经理；（5）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的，需提交授权委托书；（6）本
市行政区域外的物业企业参加报名时需提交《外地物业服务企
业进甬登记备案表》；（7）获招标人推荐的需提交招标人出具的
推荐书；（8）经现场资格预审合格的投标单位在2018年5月15日
14:00前向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人民政府基本建设专户（开户银
行：宁波鄞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桥支行；银行账号：
81280101302095640；联系电话：0574-82823038）公对公转账人民
币壹万元投标保证金。所有报名材料加盖企业公章。

若投标单位超过 5家，则由公证人员监督、招标单位抽签决
定不多于5家物业服务企业竞标。

5、联系人：郑菊琴
联系电话：0574-83033198、13586694025

关于高桥镇蒲家村1号商业A地块项目（方格大厦）前期物业管理服务招标公告（第二次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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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庞
赟） 昨天下午，宁波大学医学院附
属医院与全国著名护理专家、上海复
旦大学护理学院教授、美国护理科学
院院士袁长蓉签署合作协议，成立

“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袁长蓉院
士工作室”。据悉，这是我国在护理领
域设立的首个院士工作室。

袁长蓉教授是美国护理科学院

院士，是国内护理界知名专家，主
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美国癌症协
会科研基金，在教学科研方面有极
高造诣。

建设“健康宁波”，护理是不
可或缺的一环。这些年来护理的
功能和模式发生了改变，护士的
工作不仅仅是打针、发药、量体
温，更强调的是对病人的病情作

出及时准确的预判，与医生团队
更好地合作；强调指导病人参与
到医疗护理中，自我管理、主动
恢复，缩短住院时间。这些都需
要不断提升护理技术水平、培养
满足患者各方面健康需求的护理
人才。此次双方“牵手”，将就学
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等方面
开展高层次、宽领域、多形式的

合作，让宁波市民享受更优质的
护理服务。

据了解，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
医院将借助袁长蓉院士团队的智力
优势、技术优势、学术优势，在人
才培养、护理科研、护理教育等方
面得到进一步发展，以满足宁波及
周边地区人民群众多层次、多元化
的医疗护理服务需求。

全国首个护理领域院士工作室落户宁波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史望颖） 昨天记者获悉，市委教育
工委、市教育局出台《关于加强中
小学班主任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

（试行）》，明确在奖励性绩效工
资、职称 （职务） 晋升、评优评先
等方面向班主任倾斜；获市“名班
主任”称号的老师，在担任班主任
期间享受和市“名教师”同等待遇
……这些举措全面提升了班主任的
成就感。据估算，全市有 2.2 万多
名中小学老师将从中受益。

担任班主任的门槛有
多高？

《意见》明确，初任班主任一般应
参加不少于48学时的班主任岗前培
训，具备2年以上教育教学工作经历

和担任副班主任（见习班主任、班主任
助理）至少一年；初任班主任要求任职
2年内取得浙江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
育教师上岗资格证书（C级及以上）。

同时，《意见》 规范了班主任
选聘机制。学校安排新上岗教师担
任副班主任 （见习班主任、助理班
主任），并选派有经验的优秀班主
任担任他们的指导教师。

对不履行班主任工作职责，玩
忽职守给工作造成不良影响的，按
照《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师师
德师风建设的实施意见》要求落实
师德“一票否决制”。

奖励性绩效工资、职
称、评优向班主任倾斜

《意见》 明确学校要在奖励性

绩效工资、职称 （职务） 晋升、评
优评先等方面向班主任倾斜。

《意见》 要求完善班主任岗位
月津贴制度，可按照教师职务结
合担任班主任的年限逐年增加班
主任津贴。学校可以将年度绩效
增量分配向班主任倾斜，不断提
高班主任待遇。学校可以探索中
小学班主任职级管理制度，通过
有效激励机制鼓励教师长期担任班
主任工作，鼓励中高级教师担任班
主任。

构建班主任专业成长序列

为了鼓励教师长期从事班主任
工作，宁波从培养机制上构建班主
任专业成长序列，建立“新秀班主
任”“骨干班主任”“名班主任”三

级班主任专业成长序列，在担任班
主 任 岗 位 工 作 期 间 ， 享 受 同 级

“教坛新秀”“学科骨干”“名教
师”同等待遇。并设立班主任专
项奖励资金，对优秀班主任进行
奖励。此外，落实班主任职称评
定的双通道制度，既可选择参评
学科专业系列，又可选择参评德
育系列。

在去年开展的首届名班主任评
选中，获得市“名班主任”称号的
老师，在担任班主任岗位期间，享
受和市“名教师”同等待遇。

《意见》 指出，将建设市、区
县 （市） 两级“名班主任”工作
室，鼓励中小学校建立“名班主
任”工作室。充分发挥“名班主
任”的辐射作用，带动和促进全市
班主任队伍专业水平的总体提升。

宁波出台举措提升班主任成就感
■绩效工资、评优评先、职称职务向班主任倾斜
■获市“名班主任”称号的享受市“名教师”同等待遇

本报讯（记者董娜 通讯员
李淑琳 姚黎） 5 月 6 日，宁波
机 场 海 关 在 对 来 自 台 湾 的
MU2010航班进行查验时，截获
1名旅客携带的国家禁止携带入
境的猪脚共计17.39公斤。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肉制品
未经检疫审批禁止携带入境。海
关工作人员表示，虽然这批猪脚
均为真空包装，但携带入境的肉
制品即使是经过加工，本身也可

能存在禽流感、口蹄疫、疯牛病及
其他检疫性疫病的风险，因此肉制
品必须经过合法检验检疫才能入
境。海关人员按要求对这批猪脚进
行了无害化处理。

宁波海关提醒广大旅客，为防
止不必要的麻烦及经济损失，请在
出入境前了解我国及旅行目的地海
关相关规定，避免携带可能被禁止
入境的肉制品、水生动物产品、新
鲜水果等物品。

宁波海关提醒旅客：

勿携带肉制品入境

宁波海关关员正在对截获的肉类制品进行查验。（姚黎 董娜 摄）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吴志庆 王俊芳） 昨天，大榭
开发建设以来最大体量的安置房
——碧海蓝湾小区安置房在大榭
体育馆开始抽签分配。据悉，此
次分配的房源有 64 平方米、84
平方米、94 平方米、104 平方
米、126 平方米五种套型，有房
源1598套。

居民何素芬早早来到现场，
抽到一套 84平方米的房子。“大
家普遍反映房子质量比较好，我
盼着早点住进去呢。”何素芬说。

据了解，碧海蓝湾小区位于榭
南，北临环岛东路，西临舟山路，
南临滨海东路，是大榭开发区规模
最大的高层建筑小区。该小区总用
地面积约 12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约 28 万平方米，由 24 幢高层住
宅、1 幢商住综合楼和 1 所幼儿园
构成。

据悉，该小区配套有六星级标
准建设的实验幼儿园。目前，实验
幼儿园已投入使用。此外，该小区
还获得“全国人居经典建筑规划设
计方案竞赛”规划金奖。

大榭最大规模安置房昨抽签

本报讯（记者孙佳丽 通讯
员陈炯 米兰） 近日，有市民反
映，我市中小学附近文具店出现
了三无激光笔。

“这款产品是哪里生产的，
有什么用途？”近日，江北区市
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向店主询问。
店主表示，这些三无激光笔是从
义乌进的货，卖给孩子玩的，不
是出自正规厂家，但因为小孩子
很喜欢，所以卖得很火。执法人
员立即要求对这批三无激光笔进
行下架处理。

除了对被投诉的文具店进行
检查，江北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
员还以辖区内中小学校周边商店

为检查重点，对三无激光笔开展专
项整治行动，着重检查激光笔和激
光玩具的标签、警示标志是否齐
全、是否标明生产厂名和厂址，严
厉查处销售无厂名和厂址、无执行
标准、无警示标志激光笔的违法经
营行为。

截至目前，江北区已有 8家销
售三无激光笔的文具店被查，已下
架三无激光笔 50余支。市市场监管
局提醒，消费者应通过正规渠道购
买激光笔，对于无激光辐射类别信
息、无品牌型号、无警告说明的产
品，应避免购买。家长不宜为儿童购
买激光笔作为玩具枪使用，应向儿
童宣传相关的激光辐射危害知识。

家长请小心！

三无激光笔“现身”甬城

本报记者 陈 敏
通讯员 高雨峰

昨天早上，谢毕傲早早就起床
了，心里不是一般的激动，因为今
天，他将启程赴杭州为一名血液病
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

相隔七年的爱心奉献

今年 37 岁的谢毕傲是奉化区
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在部
队时因立功多次受嘉奖，生活中更
是一位有爱心、讲奉献的人，加入
义工队伍，参加各种公益活动，还
经常带着儿子去福利院看望老人和

孤儿……
他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故事要从

2011年说起。那年6月，谢毕傲参
加无偿献血时看到了中华骨髓库的
宣传资料，当场就填写《志愿捐献
造血干细胞同意书》，采集血样加
入了中华骨髓库志愿者队伍。

今年 1月中旬，谢毕傲突然接
到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
得知自己居然与一名血液病患者初
步配型成功。

“虽然我和患者素不相识，不
知道他或她是谁，但想到这个世界
上可能只有我能救他 （她），我就
感到责任重大。近段时间，我非常
爱护自己的身体，因为我要去延续
另一个人的生命。”为保证成功捐
献，向受捐者提供更优质的造血干
细胞，谢毕傲每天服用两片维生素
C以提高免疫力，同时主动调整饮
食，加强体育锻炼。这一坚持就是
一个多月。

情真意切的一封“家书”

非血缘关系之间造血干细胞的
配型成功率，只有万分之一到百万
分之一。在谢毕傲心中，那位躺在
病床上等待他捐献的患者，从此将
与他血脉相连。前天晚上，他提笔
给这位“亲人”写了一封信。

“加油，我的亲人！”信中，谢
毕傲说，“很幸运！命运在不到万
分之一的几率中让我俩能够配对成
功，让我俩彼此成为亲人。很幸
运！对我来说终于可以圆梦。军旅
出身的我，一直都想为国家和人民
作些贡献。因为我的成长之路是受
党培养、受他人帮助的‘索取’之
路，‘得到’的远远大于‘付出’。”

信中，谢毕傲还说：“请你不要
有负担和亏欠，因为这次捐献我得
到的绝对比我那么一点点‘捐献’
有价值得多，我的理想得到了实

现，我的良心得到了实现，这已经
足够……我不希望你和你们家来感
谢我、报答我，因为真的不需要，
也没有任何必要。假如非要报答，
那就等你痊愈后，我们一起来回报
社会好了。”

这封“家书”，谢毕傲已经交
给奉化红十字会，并由奉化红十字
会上报给了省红十字会。

昨天上午，谢毕傲在妻子和儿
子的陪同下住进浙江省中医院，并
开始注射动员剂。他说，自己现在
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成功捐献造血
干细胞。

据了解，造血干细胞移植是目
前我国挽救白血病等重症血液病患
者生命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我国
等待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患者超过
100 万人。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资料库现有 220万多名志愿者。我
市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已有 1
万余名志愿者，实现捐献75人。

奉化干细胞捐献志愿者谢毕傲给受捐者写了一封信

“加油，我的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