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市 2021 年高中段招生报
名工作即将开始，凡户口在中心
城区 （指海曙区、江北区、鄞州
区、宁波国家高新区、东钱湖旅
游度假区，下同），初中在外地
就读，要求回中心城区报考高中
段学校的初中毕业生，请于 3 月
3 日—5 日向户籍所在区中考主
管部门办理报名手续 （户口在宁
波国家高新区、东钱湖旅游度假
区的学生向鄞州区教育学院考试
中心报名）。报名时需携带下列
材料：1. 学生基本信息表 （在浙
江省内学校就读的，由就读学校
从浙江省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

系统导出、打印并加盖就读学校公
章；在浙江省外学校就读的，提供
就读学校学籍证明作替代）；2. 户
口簿；3. 本人近期二寸免冠正面照
片 1 张；4. 初中综合素质评价材料

（市内回户籍地考生，由就读学校

从初中综合素质评价系统导出、打
印并加盖就读学校公章；市外回户
籍地考生，由就读学校出具综合素
质评价相关材料提交报名地教育行
政部门认定）。各区中考主管部门
地址及联系人如下：

宁波市中心城区2021年高中段招生回城考生报名通告

考试主管部门

海曙区教育局

江北区教育局

鄞州区教育学院考试中心

地 址

大梁街 47 号

新马路 61 弄

学府路 5 号(鄞州教育中心西门)

联系人

钟老师

钱老师

王老师

联系电话

87274233

89184747

88121128

宁波市教育局中学招生办公室
2021年2月23日

参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鄞州区芝兰新城第三届业委会就芝兰
新城住宅小区物业服务项目进行公开招标，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投标人资格要求：
1、宁波市范围内信用等级在 B 级以上的物业服务企业（详见浙

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的浙建房函[2019]638号，《关于公布浙江
省首批物业服务企业信用等级结果名单的通知》）；

2、宁波市范围内在管项目在 50 万平方米以上的物业服务企业
（以在管项目的合同为准），有良好的信誉（物业主管部门开具的物业
服务企业和物业项目经理信用证明）；

3、拟任项目负责人有 3 年以上的项目负责人岗位工作经验，无

不良执业记录；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允许将项目分包或转包；
5、本项目采用资格后审。
二、有意愿参与本项目投标的，于 2021 年 3 月 2 日上午 8：30-

11：00，下午 1：30-4：00 前，携营业执照复印件及宁波市范围内在管
项目的业绩介绍（加盖公章），到鄞州区长丰社区居委会三楼芝兰
新城业主委员会办公室购买本项目的招标文件，招标文件售价 300
元/份，售后不退。

三、投标保证金：人民币壹万元整（付款方式详见招标文件）。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毛主任 电话：13605881554

鄞州区芝兰新城第三届业主委员会
2021年2月23日

鄞州芝兰新城住宅小区物业服务项目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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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文件
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宁波市“无违建乡镇（街道）”创建工作的通报

（甬政发〔2020〕66号）⋯⋯⋯⋯⋯⋯⋯⋯⋯⋯⋯⋯⋯⋯⋯⋯⋯⋯⋯⋯⋯⋯⋯⋯（3）
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聘任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的通知

（甬政发〔2020〕67号）⋯⋯⋯⋯⋯⋯⋯⋯⋯⋯⋯⋯⋯⋯⋯⋯⋯⋯⋯⋯⋯⋯⋯⋯（4）
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表彰2020年宁波市人民政府质量奖及质量创新奖获奖企业
的通报

（甬政发〔2020〕70号）⋯⋯⋯⋯⋯⋯⋯⋯⋯⋯⋯⋯⋯⋯⋯⋯⋯⋯⋯⋯⋯⋯⋯⋯（4）

市政府办公厅
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甬政办发〔2020〕72号）⋯⋯⋯⋯⋯⋯⋯⋯⋯⋯⋯⋯⋯⋯⋯⋯⋯⋯⋯⋯⋯⋯⋯（5）
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第五届“宁波市工艺美术大师”名单的通报

（甬政办发〔2020〕74号）⋯⋯⋯⋯⋯⋯⋯⋯⋯⋯⋯⋯⋯⋯⋯⋯⋯⋯⋯⋯⋯⋯⋯（9）
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宁波市加快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产品推广应
用实施方案的通知

（甬政办发〔2020〕76号）⋯⋯⋯⋯⋯⋯⋯⋯⋯⋯⋯⋯⋯⋯⋯⋯⋯⋯⋯⋯⋯⋯⋯（12）
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市六区集体土地征收有关事项委托下放的通知

（甬政办发〔2020〕77号）⋯⋯⋯⋯⋯⋯⋯⋯⋯⋯⋯⋯⋯⋯⋯⋯⋯⋯⋯⋯⋯⋯⋯（15）
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实施意见

（甬政办发〔2020〕79号）⋯⋯⋯⋯⋯⋯⋯⋯⋯⋯⋯⋯⋯⋯⋯⋯⋯⋯⋯⋯⋯⋯⋯（17）

人事与机构
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宁波老外滩步行街创建全国示范步行街工作领
导小组的通知

（甬政办发〔2020〕71号）⋯⋯⋯⋯⋯⋯⋯⋯⋯⋯⋯⋯⋯⋯⋯⋯⋯⋯⋯⋯⋯⋯⋯（20）
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宁波市管道燃气特许经营评估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甬政办发〔2020〕73号）⋯⋯⋯⋯⋯⋯⋯⋯⋯⋯⋯⋯⋯⋯⋯⋯⋯⋯⋯⋯⋯⋯⋯（21）
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苏丹旦等职务任免的通知

（甬政干〔2020〕35号）⋯⋯⋯⋯⋯⋯⋯⋯⋯⋯⋯⋯⋯⋯⋯⋯⋯⋯⋯⋯⋯⋯⋯⋯（21）

部门文件
宁波市水利局关于印发《宁波市城市公共供水计划用水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甬水资〔2020〕10号）⋯⋯⋯⋯⋯⋯⋯⋯⋯⋯⋯⋯⋯⋯⋯⋯⋯⋯⋯⋯⋯⋯⋯⋯（22）
宁波市民政局关于公布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

（甬民发〔2020〕126号）⋯⋯⋯⋯⋯⋯⋯⋯⋯⋯⋯⋯⋯⋯⋯⋯⋯⋯⋯⋯⋯⋯⋯（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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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月 22日电 综
合新华社驻维也纳记者于涛、驻德
黑兰记者夏晨报道：国际原子能机
构总干事格罗西 21 日在德黑兰会
见伊朗官员，双方达成一项最长达
三个月的临时技术协议，在此期
间，国际原子能机构将继续其必要
的核查和监督活动。

格罗西 21 日结束对伊朗为期
两天的访问。他返回维也纳后对记
者说，他与伊朗方面取得一个可接
受的“合理结果”，双方达成一项
临时技术协议，使得国际原子能机
构能够继续在伊朗开展必要的核查
工作，核查人员不会减少，突击飞
行检查也仍然可以进行，但进入核
设施的机会或将减少。这项临时技
术协议有效期暂定不超过三个月，
他希望届时可以达成一个更全面的
协议。

格罗西当天分别会见伊朗原子
能组织主席萨利希和伊朗外交部长
扎里夫。会见结束后，伊朗原子能
组织官方网站发布伊方与国际原子

能机构的联合声明。声明说，双方
达成一份符合伊朗议会法案的临时
技术协议，国际原子能机构将在最

长三个月时间内继续其必要的核查
和监督活动。根据这份临时技术协
议，伊朗将保存一些核设施的视频

监控资料。如果三个月内美国解除
对伊朗的制裁，伊朗将把这些监控
资料交给国际原子能机构。如果制
裁届时没有解除，伊朗将销毁这些
资料。

伊 朗 议 会 去 年 12 月 通 过 法
案，要求政府如在一定期限内未发
现对伊制裁“松动”，就应进一步
突破伊核协议限制。扎里夫本月
17 日表示，根据这一法案，如果
伊核协议相关方在规定时间内仍不
履行协议义务，伊朗将从 2 月 23 日
开始中止履行 《不扩散核武器条
约》 附加议定书。但伊朗仍会遵守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及保障协定。
2015 年 7 月，伊朗与美国、英

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
成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作为伊朗
在伊核协议中所作承诺的一部分，
伊朗按《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
定书要求采取一些有关核活动的自
愿措施，给予国际原子能机构更广泛
监督伊朗核活动的权限。中止履行
该议定书意味着这些措施将暂停。

就核问题核查工作

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达成临时技术协议

2月21日，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奥地利维也纳国际机场对
记者发表讲话。 （新华社发）

新华社旧金山2月21日电（记
者吴晓凌 谭晶晶） 美国联合航空
公司一架波音 777-200 客机 20 日
从科罗拉多州首府丹佛国际机场起
飞后，飞机右发动机外壳脱离爆炸起
火。对此，波音公司 21 日发表声
明，建议暂停部分波音777客机运营。

声明说，目前美国国家运输安
全委员会正在对事故进行调查，建
议在此期间搭载与美联航涉事飞机
同型号发动机 （美国普惠公司生产
的 PW4000- 112 发 动 机） 的 波 音
777 客机暂停运营。目前有 69 架搭
载了这一型号发动机的波音客机处
于服役状态，另有 59 架处于库存
状态。

波音公司还表示支持日本航空

管理部门以及美国联邦航空局暂停
搭载同型号发动机的波音 777 飞机
运营的决定，并称其正在与监管机构
合作。波音公司同时指出，发动机检
查工作由生产厂商普惠公司进行。

普惠公司是位于美国的一家技
术公司，是世界著名航空发动机供
应商之一。

美国联邦航空局 21 日要求对
装有普惠公司这一型号发动机的波
音 777 飞机加强检查。美联邦航空
局局长史蒂夫·迪克森表示，这个
决定是在与航空安全专家小组协商
后做出的。根据初步信息得出的结
论，应加强对这一型号发动机独有
的空心风扇叶片的检查，这种空心风
扇叶片仅在波音 777 飞机上使用。

新华社东京2月22日电（记者
华义） 日本国土交通省 21 日晚宣
布，受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波音
777-200 客机 20 日右发动机外壳脱
离爆炸起火事件影响，要求日本国
内航空公司立即停飞与涉事飞机搭
载同系列发动机的波音 777 客机。

日本国土交通省 21 日晚发布
了关于搭载 PW4000 系列发动机的
波音 777 客机的“停运指示”，称
受美国此次事件影响，已要求日本
航空和全日空两大航空公司暂时停
飞 搭 载 了 美 国 普 惠 公 司 生 产 的
PW4000 系列发动机的波音 777 客
机。目前日本航空和全日空两家公
司分别拥有 13 架和 19 架搭载同系
列发动机的波音 777 客机。

日本国土交通省称，2020 年
12 月 4 日日本也发生了同系列发动
机损伤的重大事件，已要求日本航
空和全日空对搭载同系列发动机的
飞机加强检查。这次美联航波音客
机发动机损伤事件发生后，美国国
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展开调查，但
包括损伤事件原因在内的详细信息
尚不清楚。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等媒体
此前报道，日本航空一架波音 777
客机去年 12 月 4 日在空中出现发动
机故障，迫使飞行员返航并紧急降
落，机上没有人员受伤。

日本国土交通省表示，将继续
收集相关信息，讨论进一步采取相
关对策的必要性。

波音公司建议暂停部分波音777客机运营
日本宣布停飞搭载PW4000系列发动机的客机

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2月21
日电（记者倪瑞捷） 阿根廷新任卫
生部长卡拉·比索蒂 21 日签署一
项决议，正式批准中国医药集团有
限公司 （国药集团） 研发的新冠疫
苗在阿根廷紧急使用。

阿根廷卫生部发言人表示，临
床试验已经表明，中国国药集团研
发的新冠疫苗是安全并且有效的。
在阿根廷药品管理机构建议下，卫
生部决定将该款中国疫苗纳入阿根
廷新冠疫苗接种计划。

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当日表
示，阿根廷目前已有超过 70 万人
接种了新冠疫苗，其中超过 40 万
人接种了两剂疫苗。随着更多疫苗
抵达，阿根廷的疫苗接种工作将会

加速。
去年 12 月底，阿根廷正式在

全国范围内启动新冠疫苗接种工
作。截至目前，该国已经批准了由
美国辉瑞制药有限公司和德国生物
新技术公司合作研发的新冠疫苗、
俄罗斯研发的“卫星 V”疫苗、英
国阿斯利康制药公司和牛津大学合
作研发的新冠疫苗以及印度生产的
Covishield 疫苗。

阿根廷卫生部 21 日公布的疫
情数据显示，该国较前一日新增确
诊病例 3709 例，累计确诊 2064334
例 ； 新 增 死 亡 77 例 ， 累 计 死 亡
51198 例。目前阿根廷全国有 3605
名新冠患者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
疗。

阿根廷批准
中国国药新冠疫苗紧急使用

新华社休斯敦2月21日电（记
者高路） 遭遇罕见冬季风暴的美国
南部得克萨斯州 21 日水电供应逐
步恢复正常。针对居民反映的天价
电费账单问题，得州管理部门下令
暂时禁止供应商向用户寄出账单。

监测全美电力供应的网站显
示，截至当地时间 21 日晚，得州
全境停电数下降至约 1.9 万户，供
水状况也在不断改善。

得州公用事业委员会 21 日下
令，暂停供应商对未按时支付水电
费的居民停水停电；在管理部门找
到解决财政问题的办法前，禁止供
应商向用户寄送电费账单。

委员会在颁布这两项命令前，
得州州长阿伯特与州议员召开了紧
急会议，商讨天价账单问题。阿伯
特在 21 日举行的记者会上说，解
决天价账单问题是“当前得州立法
机构要处理的首要事项”。得州议
会将尽快开会讨论这一问题。

美国得克萨斯州部分地区 14
日夜间开始遭遇冬季风暴。15 日
早晨共有近 250 万户停电，这一数
字在 16 日升至 400 万户。

随着电力的逐步恢复，一些得
州居民近日收到天价账单。据美国
媒体报道，有的居民 5 天的电费竟
然高达 1.7 万美元。

针对天价电费账单问题

美国得州暂停
向用户寄送电费账单

据新华社喀布尔 2月 22日电
（记者史先涛 陈鑫） 阿富汗国防
部 22 日发表声明说，阿军方 21 日

晚对南部坎大哈省的塔利班据点展
开打击行动，击毙至少 10 名武装
分子，其中 4 人为外籍。

阿富汗军方击毙
至少10名塔利班武装分子

新华社日内瓦 2 月 22 日电
（记者聂晓阳）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
雷斯 22 日在当天开幕的联合国人
权理事会第 46 次会议上强调，新
冠疫苗必须成为全球公共产品，让
所有人都用得上、用得起，“维护
疫苗公平就是维护人权，而纵容疫
苗民族主义就是罔顾人权”。

古特雷斯表示，目前全球新冠
疫苗接种工作未能确保公平。到目
前为止，75%的疫苗都集中在仅仅
10 个国家。新冠疫情加深了原有
分歧、脆弱性和不平等，同时也撕
开了新的裂痕，尤其给妇女、少数
群体、残疾人、难民、老人、移民
和土著人造成严重损失。由于肆虐
的疫情，全球性别平等方面取得的
进步倒退了多年，极端贫困率几十
年来首次上升。

古特雷斯强调：“这场大流行
病昭示我们，人类大家庭乃至所有

人权——包括公民、文化、经济、
政治和社会权利——都相互关联、
彼此相通。”

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还表示，联
合国将进一步加大人权行动力度，
并把重点放在消灭种族主义、歧
视、仇外行为和铲除性别不平等领
域。他表示，对死灰复燃的新纳粹
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出于种族主
义和民族主义动机的恐怖主义等也
必须加大打击力度。

在 22 日的会议上，第 75 届联合
国大会主席博兹克尔指出，目前仍
在肆虐的新冠疫情不仅是一场健康
危机，也是一场人权危机。所有应对
措施都必须确保以人权为中心，尤
其是确保人人平等获得疫苗。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46 次会
议是该理事会历史上第一次纯虚拟
形式的线上会议。会议计划持续到
3 月 23 日。

联合国秘书长：

纵容疫苗民族主义
就是罔顾人权

新华社华盛顿2月21日电
记者 邓仙来 刘品然 兴越

美国新一届政府上台已有一
月。在此期间，拜登政府施政的一
大特点是密集摒弃或逆转前政府有
关“政绩”和政策，相当程度回归
了建制派施政传统。但在美国内部
政治极化加剧、外部形象受损的背
景下，拜登政府推行其政治议程前
路多艰。

取消“坏政策”

拜登上台一个月来动作频繁。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统计，截至
2 月 19 日，拜登签署的行政命令及
其他行政措施共计 53 项，数量之
多史无前例。

应对新冠疫情是美国新政府的
首要任务。上述 53 项行政命令及
措施中，涉及疫情应对的多达 15
项。拜登上台当天签署的第一项行
政令就是“百日口罩令”，与前任
总统特朗普面对口罩的态度截然相
反。拜登政府还出台了应对新冠疫
情国家战略。拜登及其所在的民主
党过去一个月在国会力推一项总额
1.9 万亿美元的“美国救助计划”，
以抗击疫情和缓解疫情对经济的冲
击。

种族问题也是拜登政府上台后
的政策焦点之一。1 月 26 日，拜登
签署了涉及住房、监狱改革、原住

民等领域的多项行政命令。这些措
施被认为是新政府对去年以来美国
种族矛盾激化的回应。

如果说上述措施是应对前政府
留下的问题，那么拜登政府新出台
的移民等政策基本就是在消解特朗
普政府的“政绩”。这些新政包括
停止修筑美墨边境墙、取消移民申
请家庭强制分离政策、取消针对部
分伊斯兰国家的人员入境限制等。

按照美国媒体的说法，在拜登
签署的 53 项行政命令和措施中，
20 项 是 对 特 朗 普 时 期 政 策 的 逆
转。拜登说，他签署的那些行政令
并非设立新规，而是取消“坏政
策”。

重整“朋友圈”

外交方面，拜登政府逆转了前
政府在气候、军控、伊核等问题上
的立场，兑现了部分竞选诺言。

拜登上任首日签署行政令，宣
布美国重新加入气候变化 《巴黎协
定》，停止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程
序。拜登政府次日又表示寻求将美
俄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延长 5
年，随后在 2 月 5 日条约有效期结
束前与俄方完成了续约手续。2 月
8 日，拜登政府宣布以观察员身份
重返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 月 18
日，拜登政府表示愿与包括伊朗在
内的伊核协议参与方举行会晤，讨
论伊核问题。此外，拜登政府还改

变前政府在也门问题上的立场，宣
布不再支持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
联军在也门的军事行动。美国新政
府还叫停了前政府从德国撤走部分
驻军的计划。

拜登 2 月 4 日在国务院发表就
任后首次外交政策演讲，表示必须
通过外交手段与盟友合作共同应对
挑战，强调盟友是美国“最大的资
产之一”。2 月 19 日，拜登在慕尼
黑安全会议上发表视频讲话，表达
他对修复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决
心。也就在同一天，美国正式重新
加入 《巴黎协定》。

分析人士指出，与前政府相
比，拜登政府在继续沿袭大国竞争
观的同时，在方式上更注重拉拢盟
友，试图重塑美国在盟友圈里的形
象和影响力。

“创伤”难愈合

无论内政还是外交，拜登政府
上台一个月以来，对前政府政策均
做出大幅修正。但分析人士认为，在
当前美国面临的内外形势下，拜登
政府继续推行其“去特朗普化”政策
面临诸多挑战。

拜登上台后签发大量行政令，
是出于快速废除特朗普政治遗产、
开启自身政治议程的考虑。但美国
媒体刊文指出，总统的行政令虽然
具有法律效力，但本身并非法律，
与国会立法相比，其效力更短且更

容易被推翻。此外，国会共和党人
对其手法已相当不满，这势必给未
来两党合作增添难度。美国社会的
种族矛盾、政治撕裂、社会不公等
痼疾不会因政权更迭而有根本性改
观。

共和党人还有可能在重要的人
事问题上给拜登政府制造难题。美
国 《政治报》 刊文指出，虽然民主
党人夺回了参议院控制权，但优势
极其微弱，共和党人已成功拖延了
几名有争议提名人选的认证进度。
目前，拜登提名的 23 名内阁官员
中只有 7 人得到了参议院批准。

在对外政策上，拜登政府不仅
面临国内阻力，还需克服盟友和国
际社会对美国的不信任感。美国乔
治敦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查尔斯·库
普钱表示，美国作为“灯塔”和

“ 山 巅 之 城 ” 的 形 象 已 被 明 显 破
坏。有分析人士指出，美欧之间的
结构性分歧并不容易弥合，美国前
政府各种“折腾”带给盟友的“精
神创伤”短期难以愈合。

拜登政府“满月”内外“创伤”难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