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宁波银保监局核准，同意新设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西支行，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海西支行

机构编码：B0152S233020234

许可证流水号：00639139

批准成立日期：2021年3月24日

营业地址：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

新丰路1054、1056号

邮政编码：315000

电 话：0574-8702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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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1日

关于新设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西支行的公告
经宁波银保监局核准，同意新设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炼化支行，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炼化支行

机构编码：B0152S233020236

许可证流水号：00639141

批准成立日期：2021年3月24日

营业地址：宁波市镇海区蛟川街道

祥和路18号

邮政编码：315200

电 话：0574-86276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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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1日

关于新设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炼化支行的公告

经宁波银保监局核准，同意新设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金支行，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万金支行

机构编码：B0152S233020235

许可证流水号：00639140

批准成立日期：2021年3月24日

营业地址：宁波市鄞州区东钱湖镇莫高路

1号1-6（21-24）、2-2(21)

邮政编码：315121

电 话：0574-8185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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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1日

关于新设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金支行的公告
经宁波银保监局核准，同意新设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江新城支行，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滨江新城支行

机构编码：B0152S233020233

许可证流水号：00639138

批准成立日期：2021年3月24日

营业地址：宁波市北仑区小港

季景路583-591号 （单号）

邮政编码：315801

电 话：0574-86155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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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1日

关于新设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江新城支行的公告

经宁波银保监局批准，同意新设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区支行，现
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江北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18S233020161

许可证流水号：00639137

批准成立日期：2021年3月20日

营业地址：宁波市江北区桃渡路120号

邮政编码：315020

电话：0574-87950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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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1日

关于新设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区支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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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平壤4月6日电（记者
洪可润 江亚平） 据“朝鲜体育”
网站 6 日报道，由于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形势依然严峻，朝鲜决定不参
加东京奥运会。

报道说，朝鲜奥林匹克委员会
于 3 月 25 日在平壤举行会议，根据
委员的提议，决定不参加东京奥运
会，以保护运动员的健康免受新冠
肺炎疫情的威胁。

报道还说，会议强调在新的五
年计划期间，要在国际比赛中持续
增加获奖牌数量，在全国掀起体育
热潮。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朝
鲜立即采取严格的防控措施，其
中包括关闭边境，以防止病毒的
传 播 。 朝 鲜 官 方 媒 体 多 次 表 示 ，
朝鲜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新冠病毒
确诊病例。

朝鲜宣布
不参加东京奥运会

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
新华社记者

连日来，亚洲一些国家新冠疫
情数据呈上升趋势引起高度警惕，
多国政府再次收紧防疫措施，并积
极推进疫苗接种。

多国疫情反弹

近期，伊朗疫情出现明显反弹，
正经历比此前更严峻的疫情高峰。
伊朗卫生部长纳马基 5 日表示，一
波“可怕的疫情”将在伊朗卷土重
来。3 月 30 日至 4 月 5 日的这一周，
伊朗每日新增确诊病例均超过万
例，伊朗卫生部 5 日报告全国累计
确诊病例 1945964 例。

进入 3月以来，蒙古国新冠疫情
逐渐严峻，3月11日起每日新增确诊
病例数以三位数增长。4 月 4 日和 5
日两天，新增确诊病例均超过 600
例，5日累计确诊病例达到10820例。

印度过去三周疫情持续反弹，
新增病例激增，4 月 5 日单日新增确
诊病例超 10 万例，创疫情暴发以来
新 高 。截 至 5 日 ，印 度 累 计 确 诊
12589067 例，累计死亡 165101 例。

日本在 3 月 22 日解除紧急状态

后疫情反弹，特别是东京都、大阪府
和仙台市等地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较
多，日本政府和专家担心出现“第四
波”疫情。

防疫不容松懈

伊朗卫生部发言人拉里 3 月 30
日说，伊历新年假期民众出行、公众
场所聚集、口罩使用减少等不遵守防
疫规定的行为是疫情再度抬头的最
重要原因。卫生部数据显示，伊历新
年期间有1.5万名新冠病毒检测结果
呈阳性者违反隔离规定外出旅行。

伊朗卫生部 5 日宣布，该国 227
个红色、橙色风险城市即日起禁止
非本地牌照私家车进入。此外，伊朗
要求曾在土耳其等高风险国家停留
超过 3 天的旅客在入境后隔离。

印度政府认为疫情反弹的主要
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当前处于疫情
疲惫期，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等
个人防疫措施执行不严格；二是基
层和社区没有采取有效的隔离措
施。公共卫生专家指出，变异病毒的
产生和传播可能也是新冠疫情反弹
的原因之一。

日本首相菅义伟 5 日在国会接
受质询时说，现在疫情还没有出现

所谓“第四波”的全国性大的波动，
但是政府有必要保持高度警戒进行
应对。菅义伟 1 日宣布，大阪府、兵
库县和宫城县部分地区从 4 月 5 日
起实施“蔓延防止等重点措施”。这
是今年 2 月日本新设的一种应对措
施，它是疫情出现扩大迹象时为避
免进入紧急状态而采取的对策，力
度小于紧急状态。一些议员在 5 日
的国会质询中表示，首都圈地区也
应该采取这种措施。

蒙古国卫生部称，民众防范意
识薄弱，违规组织或参加聚集性活
动，戴口罩不规范等都是疫情反弹
的原因。为遏制疫情，蒙古国从 4 月
3 日起对部分行业采取了为期两周
的限制性措施，勒令电影院、餐厅、
健身房等场所停止营业，禁止 5 人
以上聚集性活动，企业单位上班人
数不超过人员总数的 30%，同时限
制商店、商场营业时间等。

据报道，印度中央政府已向一
些疫情严重的地区派遣工作组助力
地方抗疫。随着疫情的蔓延，印度许
多地方加强了防疫措施，如疫情最
严重的马哈拉施特拉邦 4 日晚宣
布，从 5 日起至本月底全邦每晚 8 时
至次日早 7 时实施宵禁，在此期间
仅允许提供必要服务的商店等场所

营业。商场、餐馆、影院、泳池、酒吧
和宗教场所等将关闭。

推进疫苗接种

伊朗国家防疫指挥部发言人、
卫生部副部长莱希 5 日表示，伊目
前已进口 79 万剂新冠疫苗。伊朗全
国目前有约 25 万人接种了疫苗，其
中 5.5 万人已接种第二剂。已有 80%
的医务人员接种了疫苗。

伊朗总统鲁哈尼 3 月 27 日说，
美国就伊朗核项目施加的制裁持续
影响伊朗进口新冠疫苗，导致伊朗
预订的疫苗推迟交付甚至订单被迫
取消。他说：“我们预订疫苗、付钱，
但在进口（流程）启动以前得知生产
商依然害怕美方制裁。”

蒙古国政府计划为全国60%的人
口接种疫苗。截至4月5日，全国已有
超过11%的人口接种。蒙古国总理奥
云额尔登表示，接种疫苗是蒙古国夺
取抗疫胜利的关键，政府将把4月和5
月定为“免疫月”，并加强疫苗接种工
作，争取在7月份前完成接种目标。

印度 1 月 16 日启动新冠疫苗接
种，并于 4月 1日开始向所有 45岁以
上公民开放疫苗接种。目前印度全
国已有7900多万人接种了疫苗。

亚洲多国高度警惕新冠疫情反弹

据新华社联合国 4 月 5 日电
（记者王建刚）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
雷斯 5 日在为世界卫生日提前录制
的视频致辞中强调，中低收入国家
无法公平获得新冠疫苗是一种违背
道德的现象。

古特雷斯说，“新冠病毒危机
凸显我们社会的不平等”，在与贫
困、不利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社会

歧视抗争的人群和社区中，新冠患
病率和病亡率更高。

古特雷斯说，在推出“新冠肺
炎疫苗实施计划”后，目前有越来
越多的国家开始获得疫苗供应。然
而，中低收入国家中的大多数人仍
然不得不等待。这种不公平违背道
德，将世界人民的健康、经济和社
会置于危险境地。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中低收入国家无法公平
获得新冠疫苗违背道德

【紧接第1版①】 办结案件 50 件，
调解 4 件，撤诉 9 件，撰写裁判文
书 52 份，没有一起案件因滞留湖
北而取消开庭或延期。

“防疫不能出门，奈何官司拖不
得！这个时候，‘移动微法院’的优势
就更加凸显。”市中级法院相关负责
人介绍。据统计，去年 2 月至 4 月，宁

波两级法院共运用“移动微法院”办
结案件 17072 件，同期结案率高居
全省法院首位。其中远程视频或“多
方视频”开庭 3486 件，人民陪审员
远程参与陪审 2695 件次，263 件案
件适用错时异步庭审。在疫情防控

“最吃紧”的时候，实现了司法服务
“不打烊”。

“发明‘移动微法院’的真是
天才！”“这个平台太方便了！”类
似的留言，举不胜举。

“移动微法院”小程序，撬动
了我国诉讼模式大变革。2020 年 1
月，已实现全国 32 个省级区域全
覆盖，愈来愈多的人享受到了“指
尖诉讼”的便利。

【紧接第1版②】着重进行我党和我
军的性质、宗旨及任务教育。”余姚
市委党史研究室党史科科长张志伟
说。记者从展陈的资料中得知，谭启
龙、何克希、张文碧、刘亨云等中共
浙东区委领导和文化界名人黄源、
楼适夷经常来学校作报告。

1945 年 9 月，新四军浙东游击
纵队开始北撤，干校就此终止办学。
虽然时间不长，但干校为浙东部队
和地方培养输送了一大批具有较高
素质和理论水平的党政军人才，为
浙东抗日武装的发展和浙东抗日根
据地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根据地重视党员教育培训

激浊扬清，起于毫末之间，成于
驰而不息。

组织党员教育培训，是改进党
的作风、提高党员先进性纯洁性的
有效途径。浙东区党委的领导十分
重视这项工作。

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各级党组织
结合实际，纷纷开办学校或举办党
训班，有计划地开展党员教育培训。

早 在 1941 年 9 月 ，浦 东 部 队
900 余人南渡浙东地区后，即抽调
部分骨干成立教导队。从 1942 年夏
至 1944 年 7 月，共举办 5 期教导队
或教导大队，为部队培养基层骨干
744 名。“教导大队的任务是，为发
展抗日武装，创建浙东抗日游击根
据地，以及我军的长远建设，培养大
批军政干部。通过学习培训，帮助学

员初步掌握中国革命基本知识，端
正革命立场，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
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记
者在教导大队一名学员的回忆录中
看到这样一段话。

1944 年 9 月，浙东敌后临时行
政委员会还创办了浙东鲁迅学院，
为根据地输送了 700 余名具有较高
政治觉悟和专业知识的基层干部。

在浙东抗日根据地，尽管条件
极为恶劣，但各地对党员干部的培
训教育从未松懈。各地开办民运工
作培训班、政工干部培训班、医务干
部训练班等，教育培训党的各类专
业干部。如慈镇县在 1944 年利用农
闲时节举办了两期基层党员训练
班，每期 30 人左右，培训内容有社
会发展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如何做一个好党员等。

此外，各地还通过开办普通学
校，宣传党的政策，培养和教育党员
干部及其他抗日战士。

为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和人才保障

人以神立，党以魂兴。
纵观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

创造奇迹的方式有千百种，但铸就
伟业的根基只在一处——以信仰之
光照亮前进之路。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从胜利走
向胜利，干部教育培训发挥了重要
作用。

70 多年来，我市党员干部教育

培训工作牢牢抓住理想信念教育这
个首要任务，各项事业得到蓬勃发
展，干部教育培训实现科学化、制度
化、规范化。

在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和党性教
育的同时，我市聚焦重要对象、重大
任务和重要阵地，深入推进干部教
育培训重点项目。2018 年以来，市、
县两级累计协助选调省管、市管干
部 638 人次参加中央和省级各类干
部主体培训班次；市本级举办计划
内班次 206 期，培训市管干部 6400
余人次、处级干部 1.6 万余人次、处
以下干部 1.3 万余人次，为宁波当好

“重要窗口”模范生、服务助推“六争
攻坚、三年攀高”行动提供智力支持
和人才保障。

近年来，我市还坚持智慧赋能，
建好用好开放共享、兼容高效的干
部网络培训阵地，实现教育培训线
上线下的“两翼齐飞”。

四明湖畔，杨柳含烟。
在浙东抗日军政干校所在地梁

弄，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四明山分校充
分利用红色资源，开展宗旨、理想信念、
责任担当等教育。每年，来自全国各地
的党员干部在这里接受培训教育。

离开浙东抗日军政干校时，记
者再次回望。院子内，76 年前学员
种植的枣树历经风雨依旧虬曲苍
劲；院子外，党员干部带领大伙种植
的樱桃已挂满枝头。离离而春就，苒
苒而东迎。一个月后，樱桃红遍，游
客满山，“红色”梁弄将更“红”。
（本栏目由市委党史研究室协办）

4月 5日，教师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为在后备厢中学习的学生进
行授课。受疫情影响，印度尼西亚大多数学校采取线上方式进行教学。
目前，政府已经允许学校在确保防疫要求的情况下采取灵活方式逐步恢
复面对面教学。 （新华社发）

印度尼西亚：

后备厢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