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成立于 2001年 6月，是经
教育部和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由宁波市人民政府和
浙江大学合作创办，浙江大学负责办学管理的全日制
普通本科高校。经过 17 年的快速发展，学校形成了以
本科教育为主，研究生教育、成人教育和继续教育相辅
的人才培养体系，现设9个学院42个本科专业，有全日
制在校本科生1.1万余人，面向全国13个省（区）招生。

学校纳入浙大办学体系，聘请浙江大学知名专家学
者任学院院长与9211教授，有浙江大学认定的硕士生导
师120余人。拥有省一流学科、专业等高端学科专业平
台、特色实践教学体系和多元国际交流平台。学校综合办
学实力连续五年位居同类院校前列（武书连版）。

毕业生一次性就业率保持在 95%以上，2018 届一
本专业毕业生出国升学率近40%。办学以来，已向社会
各行业领域累计输送近 4 万名毕业生，得到社会充分
认可，为宁波市“名城名都”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
撑。毕业生对母校的满意度达到95%左右。

2017 年 1 月 3 日，浙江大学和宁波市人民政府正
式商定，共同筹建浙江大学宁波“五位一体”校区，推动
学校转型提升为高水平应用型大学。

2018年，省委常委会支持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转
设为省管市属的公办普通本科高校，学校开始全面实行
公费招生（中外合作办学按有关规定执行）。公费招生后，
招生计划由原来的3100名左右优化调整至2500名左右，
学费降至原来的三分之一，集中在5300-6000元/学年。

为适应新形势，做好公费招生工作，学校研究出台
以下招生政策：

(一)浙大“立交桥”——成为浙大学生
根据浙江大学立交桥政策规定，学校每年从一年

级新生中推荐品学兼优的学生，从二年级开始转入浙
江大学学习；录取名额不超过学校当年普通本科招生
总数的1%。

（二）新工科求是班——浙大标准培养
1.选拔对象：符合当年对应专业选考科目范围的

浙江省一段线及以上的考生、省外本科一批线及以上

的理科生。
2.专业设置：设置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

子工程、生物工程、土木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总人数180人左右。

3.培养方式：按照浙江大学标准高规格培养，由浙江大
学教师承担核心课程授课任务，高年级阶段前往浙江大学
本部对应专业进行为期一至两年的全程访问学习；符合条
件的毕业生，除颁发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毕业证书和学
位证书外，达到浙江大学要求的，颁发浙江大学相关学习证
明、浙江大学宁波校区新工科求是班学习证书。求是班毕业
生报考浙江大学宁波校区研究生，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三）新生奖学金——奖励优秀学生
对浙江省一段线（省外为本科一批线）及以上的录取

考生，高考投档成绩在前10%的给予人民币1万元奖励，其
他浙江省一段线（省外为本科一批线）及以上的录取考生
给予人民币5000元奖励。

（四）国际交流——培养国际人才
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美国索尔斯伯里大学、

英国女王大学、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等 50 余所高校和教
育机构建立合作关系。设立国际交流专项经费，每年选拔
资助部分优秀学生参加国（境）外交流学习活动。

（五）转专业——尊重个性发展
贯彻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尊重学生个性发展和学习

兴趣，学生在大学一年级有 2 次申请转专业的机会（艺术
类、中外合作办学专业除外）。

学校将“省内一流，全国百强”作为办学战略目标，
2018年是转型提升的重要转折之年，学校将抓住机遇，实
现超常规、跨越式发展，为高教强省、人才强市，为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来宁理，有潜力”，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欢迎广大
考生报考！

温馨提示：6 月 24 日上午 8 点 30 分，浙江大学宁波理
工学院举办校园开放日暨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活动，届时九
个学院的专家教授现场为您提供专业咨询和答疑，欢迎考
生、家长们参加！ （小殷）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最新招生动态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将公司注册资本由 58182094.9

元人民币，减资到 29672868.4 元人民币，股东国网浙江

慈溪市供电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减少出资额 28509226.5

元人民币，减资后不再持有送变电公司的股权，由宁波

永耀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29672868.4 元人民币持

有宁波送变电建设有限公司，占 100%股权。减资前宁波

送变电建设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原股东宁波永耀电力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有限公司工会委员

会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共同承担；减资后宁波送变电建设

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宁波永耀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其

认缴的出资额为限承担，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减资手续。

股东：宁波永耀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日

宁波送变电建设有限公司减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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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董娜 通讯员
汪婧尔 蒋冰琼） 我市打击发票
违法犯罪工作成效显著。据悉，
今年年初以来市税务稽查部门联
合公安、海关、银行等部门，重
点开展打击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已查处违法
案件 571 起，涉及发票金额 10.43
亿元。

今年上半年，市税务稽查部
门在打击虚开增值税发票违法行
为方面继续保持高压态势，结合
国家税务总局下发案源，实现多

税种联查、跨区域整治，并联合
公安、海关、银行等部门对市内
涉嫌虚开企业进行联动检查，重
点选取农产品、机动车、废旧物
资等方面展开专项整治，推进全
方位、立体化防范打击。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
我市税务稽查部门共查处发票违
法案件 571户，涉及非法发票 7633
份，发票金额10.43亿元，查补税款
1.12 亿元，加收滞纳金、罚款共计
7699.74 万元，没收违法所得 53.91
万元，有效规范了区域用票秩序。

我市打击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专项行动成效显著

本报讯 （记者崔小明） 记者
昨天从有关会议上获悉，根据市
委市政府的有关文件要求，宁波
市演出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正式
脱钩。

据了解，脱钩后，市演出行业

协会将设立独立的办公场所，确保
不与行政机关或事业单位合署办
公。行业协会自此不具有任何行政
职能，也不与行政机关会计合账或
实行财务集中管理；公务员身份有
关人员不再在演出行业协会任职。

市演出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脱钩

本报讯 （记者崔小明 余建
文 通讯员杜宁） 昨日上午，我市
又一家 24 小时无人值守公益图书
馆——筑香书馆慧谷店正式开业，
该图书馆由宁波市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捐建，宁波国家大学科技园
管委会免费提供场地、设备用电等
服务。

去年 12 月，宁波市建设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在海曙区白果巷 1
号，捐建了市区第一家 24 小时开
放的无人值守图书馆，该书馆以

“纯公益、全免费、不闭馆”为核

心理念，受到读者欢迎。
很多单位和个人通过本报了

解到宁波市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的公益图书馆计划后，纷纷表
示 愿 意 合 作 建 设 无 人 值 守 图 书
馆。经过协商，筑香书馆第二家
分店决定放在甬江北岸的镇海区
中 官 西 路 777 号 （科 创 大 厦 一
楼）。由宁波国家大学科技园管委
会免费提供场地以及后续的设备
用电，宁波市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出资购买书籍、设备，负责
场地装修等。经过一个多月的施

工，筑香书馆慧谷店正式落成。
该书馆馆藏约 1 万册，面积 150 平
方米，周边写字楼、社区居民都
可以借阅图书。书馆采用 RFID 智
能化管理系统，读者可以自助办
证、自助借还书。书馆还有无线
WiFi，方便读者在线阅读。

凭一张有效身份证，不花一
分 钱 ， 就 能 进 门 享 受 阅 读 的 乐
趣，还能借走 5 本图书。此外，
书馆的灯和空调都是自动感应，
坐在书桌前，灯立即亮起，空调
也自动打开，一旦离开就会自动

关闭。据介绍，每个人一次性能
借阅 5 本，借期一个月，可续借
一次。

据介绍，书馆无人管理，由社
会志愿者和大学生志愿者不定期前
来整理图书。昨天开馆仪式吸引了
附近楼宇上班的年轻白领和周边社
区居民自发前来参加。

宁波市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继东说，集团将用三至五
年时间捐建 5家公益书店，目前还
在建设中的两家筑香书馆均由有关
单位免费提供场地。

又一家24小时无人值守图书馆开放
位于镇海中官西路777号

本报讯（记者吴向正 通讯员
范亚儿） 日前，省委宣传部和省残
联联合举行浙江省第二届“最美浙
江人·最美助残人”发布会，公布

“最美助残人”和提名奖获得者名
单。我市两位爱心助残人士榜上有
名：象山县泗洲头镇泗联村村民黄
菊梅荣获“最美助残人”称号，宁
波市公交总公司下属永盛公司第三
路队路队长郑海红荣获提名奖。

30 年前，村里无儿无女的史
有木无人照顾，当时黄菊梅说，

“我来照顾。”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四
个字，她坚守了 30 年，把他当成
了亲人。自从有了黄菊梅的照顾，
史有木一日三餐有了保证。黄菊梅
还为他洗衣、洗脸、理发、剪指

甲。史有木生病了，黄菊梅为他喂
饭、帮他服药。黄菊梅的丈夫脑中
风行动不便，虽然家庭的担子也很
重，但黄菊梅在照顾好自己家庭的
同时，从未间断过对史有木的照
顾。

郑海红工作之余十分热衷于公
益事业。自 2000 年宁波市永盛公
共交通有限公司与市聋哑学校结对
以来，郑海红主动加入了帮困助学
的行列。18 年来，郑海红和她管
辖的线路班组累计与市聋哑学校
10名孩子结对。

据悉，本届活动共评选出 12
人 （单位） 为“最美浙江人·最美
助残人”，8 人 （单位） 为“最美
浙江人·最美助残人”提名人物。

第二届“最美浙江人·最美助残人”发布

我市两位爱心助残人士榜上有名

本报讯（记者姬联锋） 皮艇球
国家队集训基地共建合作协议签约
仪式昨天上午在东钱湖旅游度假区
管委会举行，这标志着皮艇球国家
队集训基地正式落户宁波东钱湖。
此外，中国皮划艇协会授权宁波市
水上运动训练基地从今年到 2022
年，负责皮艇球国家队的组建和参
赛工作。

皮艇球是一个新兴的体育项
目。宁波皮艇球运动的发展走在了
全国前列。2015 年，位于东钱湖
的宁波海岸线划艇俱乐部组织人员
代表中国参加了亚洲皮艇球锦标
赛。两年后，九龙湖艇酷俱乐部也
组织人员参加了亚洲皮艇球锦标
赛。

今年 4 月和 5 月，皮艇球国家

集训队在东钱湖进行了两次集训，
7月初，还将举行第三次集训。之
后，将选拔组建一个国家队，参加
7 月底 8 月初在加拿大举行的皮艇
球世界锦标赛。参与这支国家队选
拔的主要是宁波的一批业余球员和
一些激流回旋专业运动员。

宁波市水上运动训练基地主任
施飞存很看好皮艇球运动的发展前

景，如今他也是皮艇球国家队的领
队。“我们准备与宁波生产皮艇球
运动装备的一家公司进行合作，共
建国家队训练基地，共建皮艇球国
家队。”

据悉，去年宁波新城实验学校
已经开展了皮艇球校内联赛，今年
宁波还将举办全国青少年皮艇球锦
标赛等赛事。

皮艇球国家队集训基地落户东钱湖

昨天上午，在江北区慈城镇三勤村独居失明老人方
巽章家里，市公交总公司 331 路驾驶员正在帮忙做家
务。入梅以来，强降雨比较集中，心系结对老人的该线
路驾驶员冒雨上门看望，同时带上水果、牛奶等食品，
为方老伯送去温暖。 （记者 徐能 摄）

关爱
老人

本报讯 原余姚县财政税务局
局长（县团级）、离休干部徐祝明同
志（原行政 18级，享受县处级政治、
生活待遇）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8
年5月19日逝世，享年92岁。

徐祝明同志籍贯江苏涟水，
1927 年 11 月出生，1945 年 5 月入
伍，1946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5年 4月至 1951年 1月先后任江
苏省涟水县工商管理局检查员、两

淮盐务管理局青阳分局管理员、苏
皖边区政府建设厅养路队队员、山
东鲁中粮食局办事员、山东渤海前
方兵站工程科队员、渤海行署实叶
处测量员、渤海行署水利局测量
员、南下一大队五中队队员、慈溪
县政府接收工作、慈溪县庄桥区政
府财粮助理员、慈溪县财粮科股
长、慈溪县税务局人事干部，1951
年 2 月至 8 月浙江省委党校学习，

1951 年 9 月至 1967 年 12 月先后任
慈溪县税务局副局长、余姚县税务
局副局长、余姚县财政局副局长、
地方国营余姚纤维板厂负责人、余
姚县财贸部整风工作组组长、余姚
县税务局副局长、余姚县财政局副
局长，1968 年 1 月至 1970 年 3 月

“五七”干校学习，1970 年 4 月至
1986年4月先后任余姚县财政税务
局革命领导小组组长、余姚县财政
金融局革命领导小组组长、余姚县
财政税务局副局长、局长、正局级
组织员，1986年5月离休。

徐祝明同志逝世

本报讯 原宁波市粮食局储运
科副科长、离休干部王振邦同志（原
行政17级，享受县处级政治、生活待
遇）因病医治无效，于2018年5月4日
在宁波市第二医院逝世，享年89岁。

王振邦同志籍贯安徽五河，1929

年2月出生，1944年7月参加革命工
作，1944 年 3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4年7月在淮北地方银行泗五灵
凤县分号任会计；1946年9月加入淮
北五河县武工队；1949年1月成为华
东南下大队队员、上海军管会金融部

联络员；1951年1月入伍后，在解放
军装甲兵第二编练基地历任班长、秘
书、指导员；1958年8月转业后，历任
江苏省睢宁县委机关党委副书记，宁
波地委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其中：“文
革”期间下放劳动）；1971年1月起先
后任宁波地委六九四四办公室副主
任，宁波市粮食局办事员、储运科副
科长；1983年11月离休。

王振邦同志逝世

本报讯 （记者孙佳丽 通讯
员张淑蓉） 记者昨日从市市场监
管局获悉，集广告监测、监管及信
息数据传输于一体的全方位多媒
体广告监管平台搭建完毕并平稳
运行。近两个月，平台已监测互联
网广告 7325 条次，查处互联网广
告案件402件，罚没款353万元。

去年以来，我市不断优化监测
时效、证据提供、数据分析等环节，
加强监测后处理，实现了案件发
现、交办、案件及结果反馈的一体

化。目前，已实现对 82个主要新闻
媒介和 30个重点商业门户和购物
网站广告的全媒体动态监测。

宁波华泓二手车经纪有限公
司把明显低于市场价的售价发布
到网站上，被处以罚款20万元。

市市场监管局广告处相关负
责人说，目前全市范围内的互联网
广告专项整治工作已经全面铺开，
严查严处涉及群众利益，社会反映
强烈的食品、医疗、药品、金融投资
等重点领域的虚假违法广告。

我市建监管平台打击网络违法广告

本报讯 （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虞南） 雨水短暂歇息之后，梅
雨期第二场明显降水也是如约而
至。昨天，我市局部地区出现大
到暴雨。受降水影响，气温迅速
回落。

昨天 16 时，市国土局和气象
局再次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
险提醒：受梅雨带影响，过去三天
我市中北部地区雨势明显，其中余
姚、海曙、奉化交界的四明山区域
和慈溪南部局部山区累计雨量 70

毫米至 80 毫米。连续降水致使山
区土壤趋于饱和，易引发地质灾
害，请各地继续密切关注雨情，加
强巡查监测，结合当地实际，切实
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工作。

根据预报，今天阴有阵雨，
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今
天气温 20℃至 24℃。气象部门提
醒，自入梅以来，我市降水相对
集中，公众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可
能引发的小流域山洪、山体滑坡
和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我市再发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提醒
今明两天仍多阴雨

本报讯（记者王岚 通讯员郭
腾达 潘娉珍） 每到夏季，夜宵
摊、烧烤摊就会多起来，负责市容
环境和秩序的市综合行政执法 （城
管） 部门也跟着忙碌起来。前晚 9
时，全市城管部门统一行动，集中
开展夜间市容秩序大排查，向城市
顽疾亮剑，保障夏日清爽。这也是
我市启动城市顽疾治理行动以来最
大规模的一次集中行动。

晚上 11时左右，城管执法队员
对位于海曙区君子街 65 号阿毛牛

肉汤店的出店经营、摆放夜宵摊行
为作出查处。海曙区综合行政执法
局副局长袁卫东说，他们通过“城
管+公安”模式，采取“两两联动”有
效整合执法力量，在该区域的夜宵
摊整治中已取得明显效果。

江北区老外滩是宁波城市对外
形象的一个窗口，也是城管部门夏
季重点保障区域。据介绍，为确保
世界杯期间环境卫生和秩序，各级
城管部门提前做了安排。城管队员
路面巡查时间从早 6 时至晚上 12
时，像老外滩这类夜间最为热闹区
域，巡查时间要到凌晨 2点。环卫
保洁人员也延长了工作时间、加密
垃圾运送次数。

其实，从今年 4月份起，宁波市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就已部署开展了
城市顽疾大排查大整治行动，重点对
占道经营、露天烧烤、建筑施工噪声
污染、餐饮油烟扰民等“夏季病”开展
治理。行动以全市示范路、街面保序
道路以及城乡接合部、学校周边等市
民反映突出的点位为重点排查范围，
以占道经营（露天烧烤），人行道违
法侵占（接坡）、人行道违法停车（僵
尸车长期停放）、建筑施工和社会生
活噪声污染、餐饮油烟扰民等五类
顽疾问题为重点排查内容。

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教育劝导
占道经营 2.8 万余起 （其中露天烧
烤 2701 起）、建筑施工噪声污染
822 起、餐饮油烟扰民 910 起；累
计办理案件413起。

向城市夏日顽疾亮剑
城管部门两月教育劝导占道经营2.8万余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