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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蔡
潇） 为保障广大人民的生命安全，
今年我市深入开展医疗乱象专项整
治行动。近一年来，各级卫生健康
部门累计监督检查医疗机构 4442
家，行政处罚机构 530 家，吊销医
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3 家，暂停医师
执业 3 人。

近年来，医疗行业中一些“持
刀加价”、执业医师证书挂证、强
迫 诊 疗 、 违 规 开 展 免 疫 细 胞 治
疗、骗取医疗保险基金等违法违
规行为，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健
康权益，扰乱了正常的医疗秩序，
影响了行业声誉，造成了恶劣的社
会影响。

这次医疗乱象专项整治重点包
括：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执业
行 为 ， 严 厉 打 击 医 疗 骗 保 行 为 ，
严肃查处发布违法医疗广告和虚
假信息的行为，坚决查处不规范
收费、乱收费、诱导消费和过度诊
疗行为。

据统计，截至 11 月底，各级

卫生健康部门累计监督检查医疗机
构 4442 家，行政处罚机构 530 家，
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3 家，暂
停医师执业 3 人；查处无证行医案
件 453 起，罚款 390 余万元，没收
违法所得 150 余万元，没收药品、
医疗器械货值 170 余万元，移送司
法部门 20 件。

集中整治期间，相关部门配合
开展执法行动，对 2 家医疗机构涉
嫌制售假药行为进行查处，查处
骗取医保 3 起，关闭或整改网站、
微信群、QQ 群、微博、微信公众
号等网络媒体 4 个，清理违法广告
9 条。

我市向医疗乱象开刀
530家机构被处罚，3家被吊销执业许可证

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通讯员
戴云华） 昨天上午，由宁波市文化
广电旅游局主办的 2019 年宁波动
漫游戏嘉年华在宁波国际会展中心
开幕。

这次嘉年华活动以“迷恋宁
波·活力动漫”为主题，是一场涵
盖动漫、游戏、轻小说于一体的综
合性动漫游戏嘉年华，吸引了全国
近 100 家展商参展。此外，还有知
名影视演员、知名作家、漫画家莅
临现场，与观众进行互动。

现场展馆主要划分为主舞台、
签售区及电竞区三个区域。主舞
台主要进行嘉宾见面、金汤圆系
列动漫赛事及嘉宾表演等；电竞
区主要进行王者荣耀争霸赛与王
者擂台赛；签售活动则在签售区
进行。据悉，动漫文化相关的汉
元素等的服装、小说、漫画书、模
型等产品有上千种。

本次活动 10 月中旬就开始预
热，前期举行了宁波华服周和 3 场
金汤圆系列动漫大赛的预赛。

2019年宁波动漫游戏嘉年华开幕

记者 陈敏

前天起在市会展中心 1-3 号馆
举行的 2019 中国 （宁波） 健康养
生产业博览会吸引了众多市民。

在宁波百年老字号寿全斋展馆
内，65 岁的资深药房老先生郑岳财
在手工泛药丸。只见他将药粉撒入
竹匾中，用手腕力量旋转竹匾，其间
不断地洒水、撒药粉。很快，药粉逐
渐滚成了一颗颗大小均匀的药丸。
围观的市民惊讶之余，纷纷鼓掌。

另一边，不少市民在有关人员
的指导下，学习如何用刀将中草药
切成片、捣成粉⋯⋯王阿姨和她的

闺蜜正在一家家地逛着，王阿姨告
诉记者，她一直很信任中医药，每
到冬天都会买一些虫草、燕窝等补
品，听说有健康养生产业博览会，
她早早就跟朋友约了一起来逛逛。

钟氏内科、董氏儿科、宋氏妇
科、劳氏伤科⋯⋯这些中医名家在
宁波名闻遐迩，平时市民要抢到这
些中医名家的门诊号并不容易。在
这次博览会上，四大中医专家不仅
集体亮相，还在现场坐堂义诊。记
者在博览会上逛了一圈，发现整个
会场最有人气的还数名中医义诊。

在宁波市中医院摊位前，早早
就排满了等着义诊的市民。宁波市

名中医、市中医院脑病科主任李淑
云正忙着接待一个个患者。家住鄞
州区宁城社区的戴老伯刚刚就诊完
毕，他告诉记者，平时睡眠不好，
很想找个好中医调理一下身体，他
对李主任早有耳闻，可惜几次去医
院都没能挂上号，没想到这次如愿
了。

“越来越多的宁波人开始走近
中医！”看着博览会现场兴致勃勃
的市民，海曙区中医院院长李宗朝
告诉记者，以前来针灸推拿的人很
少，而且基本上是身上有病痛的老
人。但现在，到针灸推拿科要求服
务的人多了，患者病种较以前更为

丰富，除了身体有病痛的，还有一
些睡眠不好、胃口不好的人纷纷加
入接受针灸推拿行列，这几年，一
些想身材苗条、脸上祛斑的人也开
始走入针灸推拿科。患者不再局限
于老年人，从三四岁的垂髫小儿到
八九十岁的耄耋老人都有，三四十
岁的中青年患者占比更大。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宁波人
不仅热衷于看中医，还热衷于学习
中医药知识，甚至有不少人学起了
中医技术。在一些地方的老年大
学，中医师常常成为香饽饽。

据了解，博览会将持续到今天
下午。

越来越多的宁波人走近中医
宁波健康养生产业博览会吸引众多市民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王国海）“脸谱上最多可以画多少
种颜色啊？”“那黄色代表什么？”

“到底从哪里起笔画脸谱呢？”前

天，在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继续教育学院师资培训基地，一群
青年教师连连提问，让指导老师黄
铁军应接不暇。这是浙江省中小学

教师专业发展集中培训项目之一
——传统泥塑彩绘京剧脸谱技艺培
训。此次培训为期 3 天，来自全省
各地的 60 名中小学教师参加。考核

合格后，每名学员可获得 24 学分。
蓝脸的窦尔敦、红脸的关公、

白脸的曹操⋯⋯泥塑彩绘京剧脸谱
看着很美，画起来很难。做泥塑彩
绘脸谱的老艺人常挂在嘴边的一句
口头禅“三分塑，七分画”，充分说
明了在制作彩塑脸谱过程中“画”
的重要性。“红色一般表现忠勇的人
物性格，多为正面角色；黑色一般表
现正直无私的人物形象；白色一般
代表阴险狡诈的人物形象。”黄铁
军向学员们介绍了京剧脸谱的色彩
与人物性格的相关知识。

黄铁军介绍，泥塑彩绘京剧脸
谱是借鉴传统戏曲演员在面部勾画
图案化妆的谱式制成的手工艺品，
2009 年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名录。传统泥塑彩绘京剧脸谱可
以简单地总结为“三画”，一画图
案，二画对称，三画神态，每个阶
段对于技艺的掌握都需要长期磨
炼，才能够画出神态、画出灵气。

学员们在脸谱上勾勒出自己喜
欢的人物画面，通过搓、捏、接、
压、贴等技巧把五颜六色的黏土
粘在人物脸上。关公、包公、曹
操 ⋯⋯ 当 一 个 个 脸 谱 做 好 的 时
候，学员们被泥塑彩绘脸谱的艺术
魅力所感染，都非常兴奋。

全省60名中小学教师在浙江纺院

学习泥塑彩绘京剧脸谱技艺

“宁波市担当作为好支书”拟表彰人选公示名单
（共100名）

谢江伟 海曙区高桥镇民乐村党总支书记
洪国年 海曙区龙观乡李岙村党支部书记
冯永法 海曙区石碶街道冯家村党委书记
朱升海 海曙区望春街道胜丰股份经济合作社党

支部书记、董事长
周晓红 海曙区鼓楼街道文昌社区党委书记、居

委会主任
徐剑英 海曙区南门街道万安社区党委书记、居

委会主任
龚 韬 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第一分公司党支

部书记
周汉斌 海曙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傅海宏 江北区慈城镇南联村党支部书记
方国君 江北区慈城镇毛岙村党支部书记
张洁静 江北区白沙街道大庆社区党委书记、居

委会主任
魏莺莺 江北区甬江街道湖西社区党总支书记、

居委会主任
周玉波 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郑 云 镇海区澥浦镇觉渡村党总支书记
钟 炎 镇海区蛟川街道迎周村党总支书记
刘维君 镇海区骆驼街道静远社区党总支书记、

居委会主任
都跃良 镇海石化建安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徐俊美 镇海区法院机关第一党支部书记、刑庭庭长
叶 锋 北仑区大碶街道城湾村党支部书记
黄良鸿 北仑区郭巨街道大岭下村党支部书记
陈雪波 北仑区新碶街道凌霄社区党委书记、居

委会主任
徐寅红 北仑区小港街道红联社区党委书记、居

委会主任
陈海伦 海伦钢琴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徐春霞 北仑区人民医院党委书记
姚宏法 鄞州区姜山镇陆家堰村党支部书记
董海浩 鄞州区邱隘镇回龙村党总支书记
毛伟亮 鄞州区五乡镇明伦村党支部书记，五乡

镇拆迁办专职副主任 （兼）

张利明 鄞州区横溪镇周夹村党总支书记
傅志康 鄞州区东吴镇西村村党总支书记
徐波平 鄞州区下应街道海创社区党支部书记
卢 燚 鄞州区明楼街道和丰社区党支部书记
邬国平 宁波伏尔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徐文卫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总经理
金忠芳 奉化区溪口镇锦溪村党支部书记
陆宝法 奉化区大堰镇谢界山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
王伟岳 奉化区莼湖街道曲池村党支部书记
孙勇其 奉化区萧王庙街道青云村党总支书记
唐蓉蓉 奉化区岳林街道民主社区党总支书记
竺 江 奉化区锦屏街道居敬社区党委书记
张 启 宁波佳尔灵气动机械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陆小军 浙拖奔野 （宁波） 拖拉机制造有限公司

党支部书记
方 平 余姚市河姆渡镇翁方村党总支书记
王建锋 余姚市黄家埠镇十六户村党总支书记
王国炎 余姚市马渚镇开元村党总支书记
朱建立 余姚市兰江街道磨刀桥村党总支书记
项益平 余姚市陆埠镇兰山村党总支书记
殷莉萍 余姚市梨洲街道学弄社区党委书记
边佳楣 余姚市第一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宋长洪 宁波长振铜业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
马松苗 余姚市新丰轴承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姚志苗 慈溪市周巷镇三江口村党委书记
孙利群 慈溪市白沙路街道西华头村党委书记
毛军林 慈溪市桥头镇五姓村党委书记

黄国飞 慈溪市横河镇彭桥村党委书记
陈雪锋 慈溪市长河镇大牌头村党委书记
严介军 慈溪市浒山街道虞波社区党委书记、居

委会主任
华加锋 慈溪市新海集团党委书记
华 毅 慈溪市海通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胡利勇 慈溪市第四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叶跃锋 宁波一院龙山医院医疗健康集团第二党

支部书记
张贤安 宁海县力洋镇党委委员，平岩村党支部书记
丁红星 宁海县黄坛镇里天河村党总支书记
陈贤法 宁海县越溪乡下湾村党支部书记
俞华国 宁海县梅林街道河洪村党支部书记
陈冬娥 宁海县桃源街道下桥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
邬宁崖 宁海县跃龙街道党工委委员，兴圃社区

党总支书记
郭建淼 宁波方正模具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奚琼霄 宁海县中医医院医疗健康集团党委书记
陈成定 象山县定塘镇叶口山村党支部书记
朱中华 象山县黄避岙乡高泥村党支部书记
张方鸣 象山县西周镇夏叶村党支部书记
王世新 象山县丹西街道仇家山村党总支书记
翁荣良 象山县大徐镇大徐村党支部书记
梁孟丽 象山县丹东街道塔山社区党总支书记、

居委会主任
张建中 宁波日星铸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李红蓥 象山县鹤浦镇船舶基地党总支书记，浙

江东红船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戴柳斌 宁波市望春监狱四监区党支部书记、监
区长

黎万权 宁波市对口支援和区域合作局机关第一
党支部书记、办公室主任

张哉章 宁波市公安局行政审批处党支部书记、
处长

张仁初 宁波海事局政务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
姜允旦 大榭海关物流监控指挥中心党支部书

记、科长
丁永平 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机关第四党支

部书记、所有者权益与开发利用处处长
夏 燕 宁波市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党支部书

记、局长
阮焕立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护理学院党总支

书记
贺晶晶 宁波诺丁汉大学商学院党总支书记
舒振宇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数据教工党支部

书记、教授
马军超 宁波市第四中学文科第二党支部书记、

校办主任
徐巧蓉 宁波外事学校党委委员、第一党支部书记
王建朋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分公

司第一党支部书记、项目建设一部副部长
金华锋 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党支部书

记、董事长、总经理
芦均辉 宁波通途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党支部书

记、总经理
陈海圣 宁波交通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分

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
丁慧青 宁波市第一医院妇产科党支部书记、妇

产科副主任
许 磊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重症医学党

支部书记
黄解元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党委

专职副书记
宋玉池 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保税区 （出口加

工区） 分局党组书记、局长
胡飞红 大榭开发区海湾社区党委书记
李 薇 国家高新区梅沁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罗树庚 国家高新区实验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
朱 球 东钱湖旅游度假区东钱湖镇建设村党支

部书记

“宁波市担当作为好支书”拟表彰人选公示通告
经市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

小组办公室、市委组织部研究，决定将谢江伟等
100 名“宁波市担当作为好支书”拟表彰人选予以
公示，征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意见。现将有
关事项通告如下：

1、反映问题的方式：在公示期限内，任何单
位和个人均可通过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形式，
反映公示对象存在的问题。以单位名义反映问题的
应加盖公章。以个人名义反映问题的提倡署报本人
真实姓名和工作单位。

2、要求：反映问题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反
对诽谤诬告。

3、公示时间：从 12 月 8 日起到 12 月 13 日止。
4、公示联系处室和受理方式
联系处室：市委主题教育办综合组；联系电话：

（0574） 89385990；传真：（0574） 89385972；电子邮
件：nbzzbzzc@163.com。

中共宁波市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共宁波市委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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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杨阳） 北仑教育部门利用互联网探
索教育惠民改革新路径，让学籍业
务、各类教育缴费这些“关键小
事”零次跑。

小史是北仑职高的毕业生。前
几天，他成功地在星巴克北仑人民
医院店应聘到了一份工作，但是单
位需要他提供一份初中学籍证明。
按照以往流程，小史应该先去学校
教导处查找自己毕业的相关资料，
再跑一趟区教育局相关科室，才能
把这个学籍证明办出来，一切顺利
的话，需要大半天时间。然而入职
手续办理的限期就在眼前，小史非
常着急。小史拨打该区行政中心教
育局业务咨询电话，向工作人员说
明了自己的情况和需求后，工作人
员立即在电话中指导小史办理起了

电子学籍证明业务，不到 3 分钟，
一份正规的学籍证明就办好了。

据悉，北仑区教育局积极开展
多项业务的“网上办”。目前已经
有学历证明、教师资格认定、中小
学生学籍管理等 43 个事项和 15 个
联办事项实现了全移动端办理，让
家长、学生和老师在许多过去需要
耗费大量时间的事项上实现“跑一
次”甚至“零次跑”。

今 年 9 月 起 ， 该 区 公 办 学 校
（幼儿园）、北仑电大等学校学费及
专业技术职务评审推荐费、成人高
考报名考务费、自考报名考务费、
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费等非税收费已
全面接入浙江政务服务网统一公共
支付平台，通过支付扫码的方式实
现网上缴费，极大地方便了办事群
众。

北仑教育“互联网+”
让“关键小事”零次跑

昨天上午，第十一届宁波市科技体育运动会总决赛在宁波科学中学开
赛。本次运动会共设航空模型、航天模型、航海模型、车辆模型、无线电
测向、电子制作、业余电台等 19个项目，吸引了 4000余人次参与。图为
小选手在参加橡皮筋动力飞机比赛。 （记者 胡龙召 摄）

科技体育运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