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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开展专项检查
打击假冒伪劣消防产品

本报讯（记者 马涛 通讯员 孙娇）为
进一步规范消防产品市场秩序，打击和淘汰
假冒伪劣及过期不合格的消防产品，保障社
会公共消防安全，宁波消防救援支队江北大
队日前深入开展消防产品监督检查行动。

据了解，该大队成立了专项检查小组，联
合市场监管、城管等部门深入辖区开展为期两
天的消防产品使用领域专项检查。检查对象主
要包括宾馆、饭店、商场、企业、沿街店铺、人员
密集场所等消防产品比较集中的场所。

根据《消防产品现场检查判定规则》，执
法人员对各场所室内消火栓、防火门、防火
卷帘、消防应急照明灯、疏散指示标志、灭火
器材等消防产品进行抽样检查，对发现存在
使用不合格消防产品的，责令限期改正，并
将相关情况通报工商、质监部门。

对消防产品质量存在争议的，执法人员
依法进行抽样检测，严肃整治消防产品使用
领域乱象。此次消防产品监督检查行动，提
高了辖区内各单位关注消防产品质量、抵制
假冒伪劣不合格消防产品的自觉性和主动
性，为营造良好稳定的消防安全环境打下坚
实的基础。

本报讯（记者 林伟）昨天下午6点，2020年
度国家公务员考试（简称“国考”）报名截止。此次
国考，涉及宁波的职位共有140个，招录人数为
220多人。记者从相关网站获悉，截至昨天晚上8
点15分，有两个职位的合格报考人数不足，即没有
达到最低报考人数。

这两个职位分别是，招录3人的宁波海关“海

关业务二级主办及以下”职位，合格报名人数7人；
招录1人的国家税务总局象山县税务局“一级行政
执法员（二）”职位，合格报考人数为2人。

也有不少职位的报考人数可以用“爆棚”来形
容。比如，招录1人的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奉化区税
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五）”职位，合格报考人数达
973人。这也是宁波招录职位中报录比例最高的。

此外，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鄞州区税务局“一
级行政执法员（九）”职位招录1人，报名合格者为
750人；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北仑区税务局“一级
行政执法员（五）”职位、国家税务总局宁海县税务
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七）”职位、国家税务总局象山
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十一）”职位的合格报
考人数分别为650人、570人和555人。

本报讯（记者 徐丽文）这两天，在订阅《宁
波晚报》的同时，不少老年朋友也办理了康乐老
年俱乐部2020年会员手续。11月10日前成功
办理2020年康乐老年俱乐部会员手续的会员，
将获赠2020年度《宁波老年》一份，还可获得洁
牙三件套（漱口水、牙刷、牙杯）和灵芝丁（80g/
瓶）双重好礼，以及由泰康拜博定制的环保袋。

今年我们专门推出面向5年老会员的特别礼

品——5年老会员今年继续续费，除了可获得上述
礼品外，还可获赠价值218元的破壁灵芝孢子粉
一盒。

入会标准：120元/年 咨询电话：87167337
温馨提醒：办理会员时，新会员请记得带上

身份证；老会员携带红色纸质会员证以便审核。
连续6年认证的老会员（含2020年继续续费）会
员证号开头为“5”。

2020年度国考报名昨结束
宁波报录比最高为973：1，两个职位报考人数不足

本报讯（记者 戴斌）“我已经连续订了19
年《宁波晚报》。”“每天看看晚报可以了解一下国
内外大事、新鲜事，看看贴近我们生活的文章。”

“我们的儿子是新宁波人，我住到孩子家来，通过
晚报熟悉了解宁波。”昨天，宁波晚报爱老敬老优
惠订报活动如约而至，为老年读者朋友服务，广
受欢迎。

应广大读者的强烈要求，今年原定10月24
日一天的优惠订报活动，增加为10月24日、25
日两天。昨天早上6点多，参加本次优惠订报活
动的老年朋友就出现在宁波报业传媒大厦A座
一楼的宁报广告中心门口，渐渐排起了长队。参
加活动的，都是《宁波晚报》的老朋友。87岁的邵
天意老人和老伴一起，大清早从鄞江出发坐公交
车前来，他们说：“订了很多年晚报了，具体几年
都记不清了。今天过来，落实好明年的报纸，心
里就踏实了。”

老年朋友吴道一则是从高新区转车过来
的，他告诉记者，他2006年来到宁波，2007年开
始订阅《宁波晚报》。“儿子来宁波工作，后来落
户成家当新宁波人，我和老伴也就来宁波居住
了，10多年来我每年都订《宁波晚报》。”吴先生
说，自己以前在老家忙农活，没有看报纸的习
惯，来宁波后读了晚报，觉得这是了解宁波的好
途径，“第二年就订了晚报，后来每年都订，养成

习惯了。”
一年一度的爱老敬老优惠订报活动已经持

续了20年，今年的活动为期两天，今天还将为
老年读者开放优惠订报。凡年满60周岁及以上
的市民，活动当日可凭身份证到现场购买一张
2020年度《宁波晚报》报卡，原价360元/份，优
惠价为300元/份。今年活动期间，现场订报的
老年人除了可以优惠订阅一份《宁波晚报》外，
还可以领取一份小礼品，礼品赠完为止。

优惠订报活动具体时间为 ：7:30-11:30、
13:00-17:30，地点在宁波报业传媒大厦 A 座一
楼（宁东路 901 号，市行政服务中心五号门对
面）。需要提醒老年朋友的是，本次优惠订报活
动不支持支付宝、微信等移动支付方式，订报
时需现金支付。具体事宜可拨打电话87682340
咨询。

参加本次优惠订报活动的老年朋友，如果通
过公共交通出行，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到福庆北
路站下车，从A出口出站，步行至宁东路901号宁
波报业传媒大厦A座。宁波报业传媒大厦附近
公交站及经过的公交线路有：市行政（服务）中心
站，3 路、14 路、21 路、29 路、30 路、37 路、155 路、
182路、507路、621路、621-1路、963路、981路；河
清路宁东路口站，127路、150路、970路；福庆北路
民安东路口站，3路、29路、139路、微7路。

“每天看《宁波晚报》是我的习惯”
爱老敬老优惠订报活动火爆，今天继续为老年朋友服务

敬老订报期间，可同时办理康乐老年俱乐部会员手续

●相关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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