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中远海运船公司

提单一份(三正），船名航

次 COSCONINGBO/

083E， 提 单 号 码 CO-

SU6183710160， 箱 封 号

码 BSIU9398525，声明作

废。

武汉苏迈贸易有限公

司

遗失三等渔业船员适

任证一本，职位：轮机

长 ， 证 书 编 号 ： C07-

10525348， Z07- B-

201050299(四小证)，声明

作废。

王乾聪

遗失海运提单，提单
号 码 ： CO-
AU7056590030，船名/航
次:COSCOFOS/042W，
声明作废。

宁波外代新扬船务有
限公司

遗失正本提单 1 份，
船 名 航 次 ITALUNI-
VERSOV.126E， 提 单 号
NB18Q00218， 声 明 作
废。

龙上集团有限公司
遗失宁波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海曙分局 2010年 1
月 28 日核发的个体工商
户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 ： 330203603018767，
声明作废。

宁波市海曙绿柳书店

遗失由宁波市江东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 2015 年 8 月
12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一 本 ， 注 册 号 ：
330204602040774， 声 明 作
废。

宁波市江东祯祥建材商
行

遗失税控盘一只及空白
增值税专用发票 18 张，号
码 为 ： 08240937-
08240954，声明作废。

宁波南苑假期汽车租赁
有限公司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 ： 330186253， 声 明 作
废。 徐培丰

遗失中国太平车险发
票，发票号码：00263038，
声明作废。 谢开吉

遗失餐饮许可证一份，
浙 餐 证 字
2015330209000102， 声 明 作
废。

宁波高新区罗修军饮品
店

遗失个体工商户名称预
先核准通知书，号码：(甬海
市监） 个名受字 【2018】 第
012329号，声明作废。

宁波市海曙集士港大聚
亿超市

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 J3320032625501， 开 户
银行：宁波市北仑区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柴桥信用社，声
明作废。

宁波市北仑区霞浦河西
花岗石厂

注销公告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
决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
组，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
注销手续，特此公告

宁波盛弘船舶设备有限
公司

遗失启事

接待处接待处：：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901901号号 电话电话：：8768219387682193
时间时间：：周一至周五周一至周五 上午上午９９0000——11110000 下午下午14140000——17170000

微信号微信号NBRBXXGCNBRBXXGC

永寿发行站 永寿街8号 87103796 丽园发行站 薛家南路88弄20号 88185893
民安发行站 民安路248号 87373235 宋诏桥发行站 宋诏桥路83号-4 87842289
春晓发行站 育兴街27号 87929465 高新发行站 海棠路94号 87912229
江北发行站 生宝路70号 87676005 洪塘发行站 洪塘中路22号 87591475
鄞东发行站 四明中路93号 88117061 鄞西发行站 鄞县大道西段834号 88254798

下列日报下列日报发行部发行部均可受理均可受理

公告启事

一、工程概况
标段代号：1804、1805(各为1个标段)
工程地址：宁波市江北区倪家堰路699号
工程规模：1804:更换箱式变压器 3台；改造高、低压供电线

路，埋地敷设高、低压电缆8100米。
1805：整修 7幢营房（6幢宿舍，1幢食堂）4590平方米，及附

属配套设施整治。
计划投资：1804：439万元；1805：593万元。
承包形式：施工总承包
工期要求：1804：总工期不大于90日历天；
1805：总工期不大于150日历天。
二、 招标方式
本项目采用公开报名、邀请招标方式，在纪委监督下分别从

每个标段报名预审合格投标意向单位中随机抽取 7 家报名企
业，考察合格后作为拟受邀投标单位，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资格要求
(一)1804：投标单位必须具有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含)

以上资质，取得四级(合)以上承装(试、修)电力设施许可证，注册
地址在宁波大市范围内，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
中具有B级(含)以上信用等级，不得有被地方行政主管部门通报
被限制投标的不良记录，并未在 92919 部队施工投标企业黑名
单中处于被限制投标状态。

1805：投标单位必须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
资质，注册地址在宁波大市范围，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
理系统中具有 B 级（含）以上信用等级，不得有被地方行政主管
部门通报被限制投标的不良记录，并未在 92919 部队施工投标
企业黑名单中处于被限制投标状态。

(二)非“三资”企业，无外商投资背景。

(三)1804：拟派项目经理必须具有机电工程专业二级（含）
以上国家注册建造师证书和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 证），并
不得有担任其他建设项目负责人。

1805：拟派项目经理必须具有建筑工程专业二级（含）以上
国家注册建造师证书和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 证），并不得
有担任其他建设项目负责人。

注：拟派项目不得兼投2个项目。
(四)拟派技术负责人须具有中级以上相应技术职称。
四、报名方式
报名人员携法人委托书（须注明“用于180X工程投标”）、本

人身份证原件及近期连续 3 个月单位社保证明，将以下资料原
件及复印件于 2018 年 8 月 8 日至 2018 年 8 月 12 日每日 830-
1100，1430-1700送达宁波市江北区倪家堰路699号工程
办办理报名事宜，所有报名单位资料复印件装订成册并在每页
加盖公司公章后留存。逾期送达或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招标人不
予受理。

资料内容：法人委托书、营业执照、企业资质等级证书、基本
账户开户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企业资信证明、在宁波市建
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打印的显示企业信用等级与项目经
理无在建项目状态页面、拟派项目经理注册建造师证和安全生
产考核合格证（B 证）及社保证明、拟派技术负责人职称证书及
社保证明。

五、联系方式
招标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91576部队
联系人：张震（1804） 雷林（1805）
电话：15695741175（1804） 18667872775（1805）
0574-87552801（座机）
地址：宁波市江北区倪家堰路699号

91576部队工程施工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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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员
黄丹霞） 短短 11 天之内，北仑小
港渡头董社区连续 3次接到中国女
排的葡萄订单。这些订单是中国女
排队员通过社区电商工作站这一平
台直接下单购买的。“7 月 27 日，
我们接到第一单，当时激动不已。
这么短时间连续接到 3个单子，没
想到丁家山葡萄这么受欢迎。７日
中午我们又要去女排训练基地送葡
萄了。”渡头董社区党支部书记郑
蕾激动地说。

这个社区电商站是特地为辖区
内困难农户和创业群体量身定制
的。“每逢水果上市季节，通途路
两侧总有大量农户摆摊售卖，屡禁
不止，而且农户之间竞争激烈，销
路也很窄。”小港街道办事处主任

张友钧介绍，小港发展水果种植由
来已久，丁家山村的葡萄、桥头严
村的樱桃、钟家桥村的水蜜桃等地
产水果都较为出名。可每逢水果集
中上市，销售就变成难题，尤其是
区域内的残疾农户。

去年，渡头董社区探索成立电
商工作站，通过整合区域内资源，
提升当地特色农业品牌效应，帮助
农户扩大销路，同时尽可能帮助贫
困农户、残疾农户和创业群体。社
区专门设置了电商工作室，为工作
站的常规运作配备了办公桌、电脑
等办公设施。现在有 3 名工作人
员。

为困难农户拓展销路，急需专
业人才。在大学生回乡创业、“互
联网+”的热潮下，丁家山村的大

学 生 丁 旭 东 于 2015 年 大 学 毕 业
后，经过一年多的打拼，在村里办
起了糯米年糕厂，经营有道。夏季
刚好是年糕生产的淡季，当他了解
到社区急需懂电商运作帮助困难农
户销售水果的人员时，便主动“应
聘”社区电商工作站公益岗位负责
人。

丁旭东还为“小港丁家 山 ”
葡 萄 注 册 商 标 ， 订 单 远 销 哈 尔
滨、吉林、北京、天津等地，在
很大程度上帮助区域内的困难农
户减轻了销售压力。今年，渡头
董社区还启动了“爱心扶残，温
暖同行”公益项目，运用专业的
社会工作理念，通过社区电商工
作站，更好地提升扶残助困的持
续性和专业性。

特殊农户丁国裕便是受益人之
一。去年，他不幸遭遇车祸，妻儿
均患有精神残疾，家中葡萄一度无
人采摘无从销售，心急如焚。“在
社区和志愿者的帮助下，两天我就
接到 6500 公斤葡萄的订单，这电
商站真是帮了大忙，网络的力量真
强大，好心人真多！”为此，丁国
裕特地给社区送去一面写有“扶贫
助困，爱心无限”的锦旗。

笔者了解到，本周日渡头董社
区还将承办宁波小港第三届葡萄山
地马拉松，进一步提升“小港丁家
山”葡萄品牌知名度。郑蕾说：

“我们还收到了中国女排总教练郎
平给社区电商工作站的亲笔签名，
这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更是一种
激励！”

11天内，北仑小港渡头董社区3次接到中国女排的葡萄订单

小小电商站为困难农户打品牌扩销路
本报讯 （记者余建文 通讯

员梅恺）“小伙子力气大些，把杂
草清理干净，姑娘们负责捡拾白
色垃圾。”近日，镇海新城管委会
团干部冯佳年带着十余名团员青
年，来到骆驼街道华丰花园小区
开展“团团的 100 次弯腰”环境
卫生整治行动，维护小区环境卫
生。

眼下，“弯腰”行动已成为镇
海区很多团员青年周末的新“聚
会”方式。区团委干部孙千惠已
参加了 3次，“参加环境卫生志愿
服务的，有机关的团员青年，更
多的是来自企业的年轻人。”

上月，镇海区召开城乡环境

提升工作推进会，掀起新一轮区
域环境整治提升热潮。镇海团区
委启动的“美丽镇海青春行动”，
包括“团团的 100次弯腰”“青年
生态志愿服务 SWL 行动”“垃圾
分类小能手行动”三项载体，每
周开展一次活动。招宝山街道的
团干部俞露说，依托街道内 30多
个小区自治互助站，分批次组织
青年志愿者到各小区捡拾垃圾，
打扫卫生，同时也针对垃圾分
类、环保意识等开展宣讲活动。

截至目前，“美丽镇海青春行
动”已开展各类活动 30 余场次，
覆 盖 全 区 100 个 以 上 的 团 青 组
织，超过2000人次参加。

镇海团青组织“弯腰”行动
助力提升城乡环境整治

本报讯（记者王岚 通讯员
刘拥军 郭腾达）近日，大学生董
寒薇走路巡查到甬港南路附近，发
现人行道上有雨水篦子破损，当即
拿出手机打开甬城管+App 拍照，
并将问题的地点、类别进行了描
述，上传至市智慧城管平台进行案
件派遣。当天中午12时，案件办结，
信息及时回传。看到自己提出的小
问题这么快就得到了解决，小董有
了小小的成就感，“为这个城市尽
一分力原来并不难，我会继续做个
有心人！”她说。

近期，宁波市智慧城管中心团
总支组织青年职工与宁波大学科
技学院的大学生一起开展“行走甬
城，青春助力”主题活动，智慧城管
的团员青年带着学生们走街串巷，
利用甬城管+App上传各类城市管
理类问题。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团委副书
记毛嫣娜说，“行走甬城，青春助
力”主题活动的开展，是为了让更
多的青年学生参与城市管理，用新
的视角来发现问题，用独特的思路
来探索解决问题，共同为宁波“名
城名都”建设添砖加瓦。

记者获悉，市城管部门“行走
甬城，马路办公”一线常态督查机
制于今年年初启动，工作人员走街
串巷，深入群众一线，主动发现处

置问题。这一“百姓事马上办、社会
各界同参与”的工作模式，已逐步
成为一项有效推动城市治理的新
举措。

据悉，参与此次暑期实践的学
生们，通过手机“智慧城管”软件，
将发现的损坏了的公共设施，以及
存在安全隐患的各种公共设施、部
位逐一上报。截至目前，上报的案
件已有 125 条。学生们还分别在天
一广场、老外滩向市民发放宣传
单，开展宁波城市建设市民问卷调
查，促进广大市民对城市建设的了
解，并提供意见与建议。

经过实践与历练，学生们变得
成熟起来。“实践过程中我遇到了
很多从没遇到过的问题，以及很多
当场不能解决的问题。”王黎勋同

学说，信息技术与城市管理工作相
结合能极大提高工作效率。“解决
实际问题，远没有理论中阐述得那
么简单。”这些天，杜凡和同学在月
湖公园、日湖公园、鼓楼、中山公
园、梅墟街道等地进行街道排查，
看到城市的角落处和背光面仍然
存在一些问题和隐患。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城市管理
局）智慧城管中心新闻发言人王芳
说，“行走甬城”依托智慧城管平
台，强化精细化管理，实行统一平
台受理，强化销号督办，落实快速
响应，引导社会各界参与治理，促
进了城市管理问题及时发现有效
解决机制的建立，有效提升了城市
管理问题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
处置、第一时间解决的能力。

烈日下行走甬城

暑期大学生体验“城管”网格员

图为大学生行走中发现侧石破裂，通过甬城管+App上传问题及点位
报修。 （王岚 郭腾达 摄）

【紧接第1版①】 在短期内完成整
改。江北区委首创的白、橙、红

“三色交办单”督查制度，是确保
民生问题落地落实的“杀手锏”之
一。今年以来，江北区发出白色交
办单 45 张，橙色交办单 18 张，对
落实不到位的攻坚项目进行提醒
式、预警式、问责式督办。

同时，江北区制定出台了《关
于推进江北区“民生小事”代表督
办制工作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
步强化党员干部履职尽责情况监督
检查的通知》《江北区行政执法责
任追究办法》等文件，力争杜绝民

生服务“虎头蛇尾”迟迟没下文的
现象，不管问题最终解决与否，党
员干部要第一时间予以反馈，确实
难以解决的问题，要向老百姓解释
清楚，做到“事事有落实，件件有
回音”。

江北区委抽调区纪委区监委、
区委组织部干部成立了 2个专项督
查组，深入一线督查督导、走进民
户回访回查，以强有力的督查推动
工作落实，并将“民生小事”专项
治理工作成绩，作为党员领导干部
考核的重要依据，对不作为、慢作
为的党员干部，按照相关规定进行

责任追究和组织处理。截至目前，
区、街道 （镇） 两级下发问题整改
通知单 855份，约谈村 （社区） 干
部、物业负责人261人。

“民生问题是一项长抓不懈、
久久为功的长期工程，每天汇总
上来的上千条信息说明我们在城
市管理方面还有许多需要整改提
高的地方。我们将以绣花功夫积
极推进民生小事的解决，寓管理
于服务，在服务中优化管理，使
城市更加人性化、更有人情味。”
江北区“六争攻坚”办负责人这
样说道。

【上接第1版②】
小区楼道灯原来是手动开关，

居民自掏腰包，陆续更换成既省电
又方便的自动感应灯。1 号楼 4 单
元的董师傅自己掏钱，将 1 楼至 5
楼全部换成楼道感应灯。

如今，很多小区饱受车棚出租
住人的困扰，但文韵苑小区的居民

在“说事会”上统一了思想，主动
对此说“不”。“我们小区周边有文
峰学校、象山中学等，经常有人来
打听，想租车棚用于陪读。居民们
不为小利所动，当即拒绝。”周雪梅
说，整个小区至今没有一间车棚出
租，这也成了居民不成文的“公约”。

每年的中秋节，小区还举行中

秋邻里节：10 多桌“家宴”在小
公园摆起来，螃蟹、虾等佳肴端上
来。小公园的舞台上，居民唱歌跳
舞，表演节目；台下，居民互相祝
福，聚餐聊天……附近的居民时常
投来羡慕的目光：“不收物业费，
管理秩序却这么好，多好的小区
啊！”

本报讯（记者何巧巧）人才兴则
产业兴，人才旺则产业旺。近年来，我
国对适应产业需求的人才培育日益
重视，不断强调产业与教育的融合。

宁波很早就意识到产教融合的
重要意义，宁波的职教水平和产教
融合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然而随着
社会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产
教融合也进入更深层次的发展阶
段。近日，围绕产教融合这一话题，
宁波市教育局副局长张建国、宁波
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校长张国方、
宁波轿辰集团人事行政总监兼轿辰
管理学院院长周建民和宁波市模具
行业协会秘书长张小岩共同做客中
国宁波网、甬派客户端《建言直通

车》，探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如何深
化产教融合。

张国方认为“没有企业参与的职
业教育是没有生命力的”。记者了解
到，宁波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不但联
合大企业积极探索协同育人模式，还
自主创办微企业深化产教融合，更通
过中外合作引进国际上、行业内认可
度高的课程体系进行本土化改造。

谈到企业在产教融合中的作用
时，周建民认为企业的角色从最初的
参与者已经转变为目前的建设者、承
担者，理念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学
校培养人员、企业使用人员”的观念正
向“校企共同培养人才”逐渐演变。

虽然我市的产教融合已经比较

超前，然而现场嘉宾还是指出了瓶颈
所在。他们认为需亟待解决的是校企
合作动力不足的问题，社会要求企业
深度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全过程，
但是政府层面如税收的减免、财政的
补助等尚缺乏对企业权益的支撑。

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张小岩认为
想要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就
要让企业在产教融合中“有所得”。
张建国提出下一步将通过落实财政
支持建设用地、金融服务、项目合作
等扶持政策，拓宽企业参与产教融
合的途径，让企业在参与校企合作
的过程中真正得到实惠。

在听了主管部门的下一步举措
后，张国方备受鼓舞。他倡导学校也
要更加主动地“走出去”，拆掉无形的

“围墙”，融入社会经济发展，主动服
务城市的产业链、创新链和发展链。

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登录
中国宁波网、甬派客户端收看完整
节目。

《建言直通车》聚焦校企合作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如何深化产教融合
做好民生小事这篇大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