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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A04

宁波成全国首批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

我市建工集团、普利凯、建设集团、欣捷建设 4 家企业成产业基地
本报讯（记者 周科娜） 昨天，住建部发布第一批装配
式建筑示范城市和产业基地名单，宁波市被认定为全国首批
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我市 4 家企业（宁波建工集团、普利
凯、
建设集团、
欣捷建设）被认定为示范产业基地。
记者从市住建委获悉，我市从 2013 年启动第一个装配
式建筑项目——万科城 4 期 3 号楼到目前，落实装配式建筑
项目面积累计 761 万平方米。
2015 年以来，我市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新型建筑工业
化的若干意见》
《关于推进新型建筑工业化项目建设的实施意
见（试行）》
《关于进一步加快装配式建筑发展的通知》3 个文
件，
明确装配式建筑的发展目标、重点工作、优惠政策、保障措
施等。目前，我市装配式建筑产业已进入高速发展期。全市
已有预制构件生产企业 5 家，
尚有 9 家在建，
预计年产能 80 万
平方米；钢结构企业 20 余家，预计钢结构年产能 50 万吨以
上，
基本能满足全市装配式建筑发展需求。
宁海的普利凯公寓楼，标准层预制率为 75%，是宁波目
前预制率最高的住宅楼。5 层高的公寓楼建造速度比普通
建筑快 1 个月。
“ 从总体看，结构工期差别不大，但实施全装
修的装配式建筑，可提前进行室内装修作业、缩短外墙装饰
作业时间，最终能大大缩短总工期。”
宁波普利凯建筑科技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周林根说。
作为全市首个采用装配式建筑的框架结构公建项目
——宁波市城市档案馆，预计明年 3 月完工。
“档案馆 1~3 层
为现浇结构，4~11 层为装配整体式框架结构，预制构建为预
制混凝土框架柱、混凝土叠合梁、混凝土叠合楼板等，标准层
预制率为 65%，是公建项目中预制率最高的建筑。”浙江捷
城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卫坚说，
“装配式建筑预
制构件表面平整，无需现场抹灰找平，无外脚手架施工，达到
了美观、安全、环保的要求。”
“装配式建筑需事先进行工厂预制，因此会比普通建筑
增加 10%~20%的成本。”宁波普利凯建筑科技有限公司高
工刘铁介绍说。
消费者得为增加的成本买单吗？
“这点不用担心，政府会
对符合要求的装配式建筑项目给予各类奖励，如商品房提前
预售、预制外墙面积不计容积等，可以抵消成本增加的部
分。也就是说，采用装配式建筑，消费者能住上质量更好、更
安全的房子，
但费用并不会增加。
”
刘铁说。
业内人士表示，
随着装配率的提高，
大规模的标准化生产，
生产成本会降低，
今后的装配式建筑成本将与传统现浇的持平。
根据我市的装配式建筑发展目标，到 2018 年，我市将实
现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 20%以上，到 2020 年比例达
35%以上。
记者 周科娜

宁海昨晚举行
十九大精神
文艺宣传启动晚会

万科城 4 期装配式建筑项目（资料照片）。
记者 刘波 摄

鄞州出台中小学作业管理新规

严禁要求家长批改作业

晚上超过 10 点可不完成作业
本报讯（记者 徐叶 通讯员 薛丛川） 记者昨日从鄞州区教育局获悉，该局
近日出台了新版中小学作业管理规定，严禁要求家长批改作业，晚上超过 10 点
可不完成作业，为中小学生作业管理提供了新思路。
据了解，新规对中小学教师作业布置提出了要求，就控制作业总量、积极实
施作业分层、作业批改要求做出细致规定。
按照规定，在总量控制方面，以班级学习中等生为参照，规定小学 1～2 年
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但可布置不超过 30 分钟的听说型、活动型作业。3～5
年级书面作业一般控制在每天 1.5 小时以内，鼓励适当布置阅读型、实践型、游
戏型作业。初中段，6～7 年级书面作业一般控制在每天 2 小时以内，8～9 年级
家庭作业一般控制在每天 2.5 小时以内。在双休日、寒暑假期间，可适量布置预
习型、分层型、社会实践型、探究型、游戏型等作业。3 年级及以上小学生每天
书面作业平均不超过 2 小时，初中生不超过 3 小时。
最抓眼球的是，如果学生做作业时间超过晚上 10 点还未完成，在家长证明
下，学生可选择不做完剩余作业。教师要充分理解学生个体间存在的差异，充
分保证学生充足的睡眠时间。
规定明确，批改作业是教师的一项基本职责。教师批改时要做到基本题全
批全改，重点题细批细改，必要时面批面改。批改形式坚持以定量评判与定性
评判相结合，
用红笔批注。有评语的，
要有针对性、启发性和激励性。
对作业中存在的问题应及时反馈，对学生作业的整体完成情况、主要错误
及成因、好的解题思路与方法、改进意见与措施等进行必要分析，做到“教”与
“学”
的有效统一。
作业批改坚持做到“有练必批、有批必评、有错必纠”，以此倒逼教师在作业
布置时做到精心选题、控制总量。杜绝“有布置无批改，有批改无评价”的现象
发生。同时，欢迎有能力的家长审核学生作业情况，家长要与学校配合，监督、
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作业习惯，提高学生做作业的专注度，但严禁要求家长批
改作业。

本报讯（记者 房伟 通讯
员 陈 云 松 潘 智） 永 远 跟 党
走，走进新时代——宁海县党
的十九大精神文艺宣传启动晚
会昨晚在宁海国际会展中心举
行。
据了解，为深入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宁海县
迅速组织成立了县、乡
（镇）、村三级党的十九大精神
文艺宣传队。在今后的一段时
间内，宣传队将深入全县的农
村、社区、企业、学校，用群
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开展党
的十九大精神宣传。
昨晚是文艺宣传活动的首
场演出。晚会共演出了歌伴舞
《走在小康路上》、舞蹈《做个好
公民》、快板《十九大精神耀宁
海》、歌伴舞《中国进入新时代》
等 13 个节目。
接下来，宁海还将在越溪、
一市、桥头胡举办 3 场专题文
艺晚会，各地还将推出“百姓大
舞 台 ”十 九 大 文 艺 宣 传 专 场
100 余场次。
宁海的十九大精神文艺宣
传队将走村入企开赴偏远山
区，开展走书快板、十九大报告
经典语录书法展、电影展播、
“三县两湾”文化走亲等一系列
文化宣传活动，努力满足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文化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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