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保障江北区云飞路提升改造工程施工的顺利实施，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决
定自2019年7月27日起至2019年11月30日止，对云飞路(江
北大道一机场北路)交通组织进行调整，具体措施如下：

施工期间，云飞路(江北大道一机场北路)部分车道占用，
车辆在剩余车道双向通行。施工路段路况较差，机动车限速
40 公里/小时。车辆应当在确保有序、安全、畅通的前提下通
行。

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配合现场交通
管理人员指挥，遵照现场交通标识指示通行。

特此公告。
江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2019年7月22日

关于江北区云飞路提升改造
施工期间交通组织调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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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 波 银 保 监 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宁波银保监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奉化区溪口支行

机构编码：B0018S233020075
许可证流水号：638780
批准成立日期：2008年5月30日
营业地址：宁波市奉化区溪口镇

中兴中路27号
邮政编码：315502
电 话：87950977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

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

的为准。

发证机关：宁波银保监局

发证日期：2019年6月5日

宁 波 银 保 监 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宁波银保监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小港支行

机构编码：B0002S233020054
许可证流水号：638779
批准成立日期：2003年4月14日
营业地址：宁波市北仑区小港街道江南

东路628号
邮政编码：315040
电 话：89103680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

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

的为准。

发证机关：宁波银保监局

发证日期：2019年6月5日

宁 波 银 保 监 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宁波银保监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镇海支行

机构编码：B0006S233020016
许可证流水号：638782
批准成立日期：2011年9月7日
营业地址：宁波市镇海区骆驼街道

福业街25号
邮政编码：315200
电 话：17855857088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

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

的为准。

发证机关：宁波银保监局

发证日期：2019年6月24日

宁 波 银 保 监 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宁波银保监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小港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233020070
许可证流水号：638781
批准成立日期：2003年1月13日
营业地址：宁波市北仑区小港江南东路

643、645、647、649号
邮政编码：315803
电 话：87196666-2913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

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

的为准。

发证机关：宁波银保监局

发证日期：2019年6月24日

宁 波 银 保 监 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宁波银保监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江东支行

机构编码：B0010S233020004
许可证流水号：638783
批准成立日期：2008年6月5日
营业地址：宁波市鄞州区中兴路739号

（三楼临时营业厅）
邮政编码：315000
电 话：81855990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

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

的为准。

发证机关：宁波银保监局

发证日期：2019年6月24日

我司开发的东城阳光苑 （B 地块） 项目经

政府部门验收合格，定于 2019 年 7 月 27 日至

2019年 7月 30日期间于东城阳光苑销售中心进

行集中交付。请各位业主根据 《入伙通知书》

通知的具体时间及流程，准备相关资料，办理

交付手续，特此公告。未尽事宜，详询销售中

心：87006688。

宁波恒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7月23日

东 城 阳 光 苑
B地块交付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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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章升 通讯员
陈璐佳 奕碧琼） 塑胶跑道上，跑
步的、散步的市民各行其道；体艺
馆前，大妈们随着排舞音乐扭动着
身体……昨晚，慈溪市实验小学

（南校区） 体育场馆迎来数百名
“健身客”。“暑假期间，学校室外
健身场所都向大家免费开放。每
晚，我就会带着孩子来健身，顺便
跟邻居们聊会儿天！”舒苑社区居
民陈女士说。

晚上到附近学校的体育场馆散

步、打球，已成为不少慈溪市民夏
日的“必修课”。近日，该市教育
部门公布了具备体育场馆开放条件
的中小学校。经申报和审核，当地
有 80 所学校名列其中。与去年相
比，慈溪今年对外开放体育场馆的
学校多了一倍。

自 2013 年起，慈溪尝试部分
中小学校体育场馆对公众开放，并
在全省首创委托第三方管理的“慈
溪模式”。“体育场馆开放了谁来管
理？维修设施的钱从哪里开支？这

些都是以前学校担心的问题。”慈
溪市第四实验小学副校长谢梦璐
说，2013 年，学校委托宁波文化
广场华体体育发展公司进行管理。
6年来，各体育场馆运行有序，既
减轻了学校相关管理压力，又为社
区居民就近健身提供了便利。

在公布的 80所慈溪学校中，有
的安排员工管理体育场馆，有的采
取第三方托管模式。其中，华体公司
管理着城区 12 所学校 17 个校区的
体育场馆。“平时，场馆管理、器材设

施维护、开放时段电费等都由我们
公司负责。”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这些学校的室外操场和室外
篮球场都免费对外开放。收费项目
涉及室内羽毛球馆、室内篮球馆、游
泳馆等，管理人员按当地政府部门
的指导价进行收费。

截至目前，这 80所慈溪学校中
有70多所推出了“全民健身房”，其余
几所也将于近期正式对外开放。届
时，健身爱好者可凭当地的全民健身
卡、农商银行卡等进入学校锻炼。

慈溪80所学校体育场馆向市民开放

本报讯（记者王博 通讯员郑
玲 高佳胤） 昨天中午，记者在鄞
州区东吴镇东村看到，经过两个月
的救治，一棵 860岁高龄的银杏树
终于被抢救回来了。

这棵银杏树是宁波十大树王之
一，高 15 米，胸径 2 米，是一级保护
古树，无论树龄还是品种稀缺度都
在全市首屈一指。相传，这棵古树是
南宋宰相史弥远葬慈母于此，因此
在当地人心目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

位，被亲切地称为“宰相银杏”。
两个月前，这棵古树遭受了严重

的病虫害侵袭，导致树干多处霉烂，
部分枝叶枯死，面临着生存危机。接
到“病危”通知后，自然资源和规划鄞
州分局会同东吴镇农业部门，立刻赶
赴现场进行详细调查，并多次组织市
里的权威专家进行“会诊”。

专家“会诊”发现，这棵古树
的生长环境不佳，树体周围被水泥
封住，四五个人才能合抱的大树占

地面积还没有一间卧室大。加上
“年纪”大了，营养不良，免疫力
低下，极易遭受病虫害侵袭。

为此，专家组立即制订救治方
案：一方面，立刻去除封住的水泥
块，采取换土等方式改善古树生长
环境；另一方面，给古树输营养液
进行调理，对霉烂部分进行消毒处
理，并随访关注避免虫害侵扰。经
过两个月的治疗，“病危”的古树
如今已经恢复健康。

据了解，鄞州区共有古树名木
770 棵，其中一级古树 8 棵，二级古
树 66 棵。近年来，为保护好这些古
树名木，鄞州区对部分濒危、衰弱、
有安全隐患的古树名木制订“一树
一策”保护方案，采取以拉钢丝索、
建排水沟、固定树体等为主的防御
保护措施，并附以虫害防治、清理
寄生物和枯枝、施肥等养护措施进
行保护，积极推进古树名木精细化
养护工作。

专家“诊治”两个月

860岁“病危”古树被抢救回来了

本报讯（记者王佳 实习生齐
嘉怡 通讯员李晓）“这次培训，
让我受益匪浅。自主择业军转干部
相关政策解析清楚明了，职业诊断
和职业测评让我对自己有了更全面
的认识。”东部战区海军军转干部
郑赛勇口中的培训，是近日宁波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举行的自主择业军
转干部就业创业培训沙龙。据悉，
这是宁波市首次针对自主择业军转

干部举办的就业创业培训。
“举办这样的培训，是为了促

进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实现更好的就
业创业，帮助他们迈好工作转轨、
事业转型、人生转身的第一步。”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说。

培训沙龙上，业内专家对自主
择业军转干部权利保障、福利待
遇、就业创业税收优惠、融资贷款
等进行了政策讲解。作为宁波市自

主择业军转干部代表，宁波市江徽
美食餐饮有限公司总经理江中民、
浙江恒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CEO
徐林就择业心态及创业发展等内
容，分享了他们的经验与心路历
程，鼓励新一批自主择业军转干部
尽快调整状态，发挥优势，再赴人
生战场。宁波杰博人力资源有限公
司董事长乐静波针对自主择业军转
干部的能力进行了就业创业指导，

并现场对自主择业军转干部进行了
职业诊断和职业测评。

此次沙龙是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为迎接“八一”建军节而举办的“八个
一”系列活动之一。据悉，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将继续引导全社会树立退役
军人人才理念，借助宁波市“六位一
体”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帮
助退役军人走好就业创业“出彩”之
路，让退役军人充分实现自身价值。

宁波办沙龙助力军转干部自主择业

本报讯（记者周琼 通讯员
王志勇） 近日，海曙区集士港镇
一家企业举行读书交友会，来自
贵州 27 岁的青年职工桂顺顺的
诗歌朗诵赢得了不少女青年的赞
许，这是当地总工会通过职荟文
化发展中心组织的又一场相亲
会；通过“阳明心坊室”，数百
场心理健康宣讲走进诸多企业，
服务职工上万人次。记者了解
到，通过社会组织工作体系建
设，我市各级工会正不断延展

“双臂”，最大限度地把社会组织
及其职工会员纳入工会大家庭。

基层工会力量薄弱、专业人
才匮乏。为了破解这一难题，近
年来，我市各级工会进行了多方
探索。市总工会有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宁波市目前登记在册的社
会组织有 7410 个，其中涉及劳
动关系领域的社会组织有 1288
个。在对劳动关系领域社会组织
情况进行全面排摸的基础上，我
市重点培养了一支围绕工会、服
务职工的劳动关系领域“志愿
者+义工”队伍。同时，通过调
研、走访等形式，各级工会谋划

了职工需求相对集中、效益比较突
出的一批服务项目，制定项目清
单，明确服务内容和标准，并通过
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打造工会法律
服务、安全生产、职工特色文体活
动、商圈职工综合服务、工会大数
据精准服务等一批优质专业的工作
品牌。

据了解，上一年度，全市各级
工会投入专项资金上千万元购买社
会组织服务，惠及职工超过 100万
人次。同时，在工会组织的推动
下，各类服务队也积极发挥作用。
市劳模协会组成 43 支劳模工匠技
术服务队，助力宁波民营经济发
展，两年来为中小企业解决各种技
术难题 600 多个；由 150 多名律师
组成的工会律师志愿者队伍，为
1692 家 企 业 提 供 法 律 咨 询 7286
件，修改规章制度 762份，调解劳
动争议或提供法律援助 522起；通
过“甬工惠”微信公众号“在线律
师”平台解答职工各类咨询 620多
个，提供 40 余个案例分析讲解；
通过开展“心理关爱进企业”活
动，举办数百场心理健康宣讲，已
惠及职工1.2万人次。

各级工会延展为职工服务“双臂”

由鄞州江城社区组织的垃圾分类“巡游”宣传队近日走进东部新
城某酒店，为酒店员工播放垃圾分类视频宣传片；小宣传员还身穿厨
余、其他、有害、可回收等卡通模型垃圾桶，对投放垃圾图案正确的
员工给一个大大的点赞。 （丁安 沈默 摄）

垃圾分类“巡游”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