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10日晚，四川成都一小区内，一辆电瓶
车在进入电梯后突然冒出烟雾，随后起火，导致
电梯内5人受伤。事发地龙潭街道办事处应急
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小区属于安置小
区，有规定电瓶车不能进电梯、不能上楼，但有
一些居民并未遵守，存在将电瓶车推入电梯、停
放在楼道中的情况。之后，他们将采取措施，在
电梯里加入一些装置，防止电瓶车进入电梯。

5月11日《新京报》

电瓶车在电梯内起火，或许很偶然，也的确
有违规之处，如小区明确规定电瓶车不能进电
梯、不能上楼。但是，也要看到这一规定在事发
小区，几乎形同虚设，因此，有理由肯定这不是
意外的偶然，反倒是偶然中的必然。

所以，更值得追问的并不是居民不遵循规
定，而是居民为什么都不怕辛苦把电瓶车搬上
住宅楼的家门口？很明显，恐怕还是为了方便
解决车辆停放、充电的问题，而这对于购置了电
瓶车的居民来说其实就是刚需。

电瓶车引发火灾酝成悲剧的事件并不少

见，相反在应用越来越普及的当下，正在成为居
民小区越来越明显的安全隐患。这首先在于电
瓶车以电池作为动力，电池在充电与放电等条
件下，都会产生大量的热量，稍有不慎就可能出
现起火自燃，这是其先天的缺陷。这也意味着，
电瓶车的使用，需要安全操作，如规范充电、正
确使用电池等，更需要精准防范火灾，如定点停
放、定点充电，避免引发火灾。

因此，不从应用层面解决好电瓶车安全停
放、安全充电的需求，并不足以杜绝类似事故
的发生，所不同的只是时间与地点的差异。
一方面应对电瓶车的消防安全隐患，城市管
理以及小区管理，应当疏堵结合，源头治理，
在小区多建设一些集中停放点并配套一些充
电设施，用服务来消除隐患；另一方面也应在
电瓶车的安全可靠性上多一些针对性的管理
措施，督促企业提高电瓶车电池的安全标准，
改进电瓶车电池装配与充电的技术，如电瓶
车电池拆卸集中充电，提高应用的便利、降低
服务集约提供的成本，帮助消除小区服务配
套难的瓶颈。

地铁口旺铺出租
丽园南路2号地铁口商铺十间
商铺三楼630m2。15888196137

●低价售慈溪前湾新区合生5期
楼层好94平118万13867777700

搬家搬厂
●快捷专业搬家搬钢琴87907772
●千喜搬家搬厂特优87778900

●离婚、房产、经济纠纷 87295238
法律服务

●民商事免费法律咨询56281878

分类广告
刊登
热线 56118880

职场招聘 家教培训
房屋租售 搬家搬厂
旧货回收 征婚启事
商务信息 法律服务

声明公告
刊 登 热 线 :

56118880

●诚聘：30岁—55岁工作人员！
咨询电话：冯女士：15867457357

办公楼、商铺出租
①、地铁 4 号线 （双东路

站） 旁高档写字楼，海田大厦
五、七、八、九层部分独立单
间办公房，地址：文教路72弄
16 号。②、百丈路 168 号会展
中心七层 （约 230 平方） 单独
间。③、三板桥街 22、23 号
（约 90 平方） 底层商铺。④、
西湾路 118 号 （一层约 62 平
方） 底层商铺。⑤、姚隘路 41
号 （1-5）（一层约 134 平方）
底层商铺。租赁价面洽
联系：87292929周先生、詹先生

宁波市鄞州粮食收储
有限公司招租公告

公司位于鄞州区咸祥
镇咸祥中路 66 号一楼三间
共87平方米商铺，现对外公
开招租。招租底价年租金
55000 元。截止日期：2021
年5月31日
联系：28877218（金女士）

职场招聘
刊 登 热 线 :

56118880

减资公告
根据 2021 年 05 月 10 日股

东会决议，宁波市凯勒物业服
务有限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3001万元减至300万元，现予以
公告。债权人可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
提供担保。
宁波市凯勒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3日

物业招标公告
江北区慈城镇天慈良园小

区公开选聘物业服务企业，欢
迎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物业
交接经验的，且在江北、海曙、
鄞州区有类似在管物业项目的
物业服务企业前来咨询、报名，投
标报名时间：5月13日至5月17
日16时止（工作日9：00－16：00）
联系：18067283919（章老师）

宁波市育王三墓园
本墓园是民政部门批

准的正规墓园，位于阿育王
寺大门正南面(过铁路桥洞
往左40米)价格亲民，交通
便利，来必接送。公交：155
路、162路、759路到育王寺
站下车或轻轨一号线宝幢
站下车。
预约电话：88339061

13567920891

位于百丈路与大步街
交叉口店面一楼 800m2，二
楼 1200m2。 另 有 15 楼
235m2办公楼出租。
联系电话：13605749222叶

办公楼、店面出租

宁波市龙一公墓
本墓园是民政部门批

准的正规公墓，位于宁波市
殡仪馆旁，墓式齐全、价格
适宜，确保称心满意。
地铁：一号线东环南路2公
里，免费接送。
（清明节无交通管制）

联系：陈先生13003700407
张先生13065698269

鄞州凤凰工艺墓园
民政部门批准的经营性公墓，
位于鄞州五乡镇联合村。园
区监控路灯设备齐全，全面清
洁工作年均4至5次，环境优
美交通便捷并有大型停车场
地。公交：155路、162路宝幢
站下步行约15分钟，地铁1号
线宝幢站下车可以免费接送
（需提前预约）。
墓园电话：0574-88383118
13957891168 欢迎垂询

九 峰 陵 园
市级重点扶持经营性陵园！

九峰陵园园林式陵园，坐向东南，园内小桥流水
亭台楼阁，鲜花草坪，不是公园胜似公园，多年来
一直有新老客户赞美，真正成了人生后花园理想
选择。（地铁一号线宝幢站每天有专车接送，需
提前预约）地址：鄞州区五乡镇宝同村
0574-88389515 88389516

减资公告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将

注册资本由 2800 万元人民
币减至1000万元人民币，并
按有关规定办理减资手续。

特此公告
浙江泊磊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宁波市甬教政[2021]135号文件，宁波华茂外国语学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330200MJ8949770T）于 2021 年 5 月 12
日经校董事会决议拟向审批机关申请选登为营利性民办学
校。现根据《浙江省民办学校财务清算办法》{浙财资产〔2018〕
26号}规定，依法对学校进行财务清算，由清算组负责本次选登
清算工作。请有关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
清算组书面申报债权。债权申报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天童北路
1500号 电话：0574-88462789

特此公告
宁波华茂外国语学校 2021年5月13日

清 算 公 告

●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鑫盛电
子厂遗失公章一枚，编号为33
02910032674，声明作废
●余姚市盛通绿化苗木园艺场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吴恒遗失宁波御城置业有限公
司开具的宁波增值税普通发票
一张，发票代码：3302162350，
发票号码：03387989，
金额283863元，声明作废。
●象山高家吊车租赁服务部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证
01000133020080002017002231
李姜萍 0100013302008000201
7002223戴君，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平塘村股
份经济合作社遗失“关于鄞州
区东吴镇平塘村2号地块用地
事项”确认使用村庄商业服务
业用地（V31）的审查意见原
件，特此声明。
●余姚市正澳塑业有限公司遗
失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发票
代码：033022000217，发票号
01036355的第一联发票联，
特此声明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市分公司，进出口货物
运输保险保险单AEYIIA2012Z
00，印刷号：33022100003548
-3552，共5份，现已遗失
●宁波瀚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编码：33020301
15027）一枚，声明作废。
●浙江路甄能源有限公司遗失财
务专用章编号33020510050002
声明作废
●宁波杭州湾新区卖佰味小吃店
遗失2019年3月12日核发的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一本编号J
Y23302840119640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区横溪镇周夹村股
份经济合作社遗失公章，编号
3302120267608，声明作废
●宁波高新区中益物资经营部
遗失公章1枚，编号3302991
0007149，声明作废。

通知债权人申报
债权的注销公告
宁波市海曙区职业技能培

训和鉴定协会经会员大会表决
通过，决定注销，清算组已成立，
望债权人接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
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日起
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清算组电话：0574-88252786
宁波市海曙区职业技能培训和

鉴定协会

物业信息

●宁海县胡陈乡胡陈村股份经济
合作社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
号J3322004633102声明作废

清朝乾隆年间，钱澍田离开慈城老家开始
创业，在广州开办了“敬修堂”，开始跨越四个世
纪的普济众生之路。近日，位于慈城古县城中
华路88号的敬修堂传统中药文化体验馆正式对
外开业，将钱澍田匠心传承的传统中药文化重
新带回慈城。 5月11日《宁波日报》

“老字号”，城市文明的“金招牌”。它们传
承着当地商业文明的精髓，是城市独特的文化亮
点。也就是说，“老字号”企业不仅是营利性市场
主体，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更是具有经济
和文化的双重意义。像保护“敬修堂”这样的著
名的“老字号”企业，就是传承我们的历史文化。
正如作家冯骥才所说，“老字号”就是一种遗产，
纵向地记忆着城市的史脉与传衍，横向地展示着
它宽广而深厚的阅历，并在这纵横之间交织出每
个城市独有的个性与身份。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千百年的
社会经济发展，孕育了众多具有浓郁民族特色、
匠心独具、享誉国内外的“老字号”。但遗憾的
是，长期以来，由于各地对“老字号”的重视和支
持力度不够，缺乏合理的发展规划，制约了“老字
号”的发展。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品

牌的重要性也日显突出，如此一来，“老字号”也
有了更多的意义，这些“老字号”已经不单纯是某
一个商号、品牌、一家一户单个的意义了，它实际
上成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保
留、发展“老字号”，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继承和
发展我们的传统文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
没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全是外来的东西，那么这
个国家就像没有自己的历史一样。好在，近年
来，保护“老字号”的呼声越来越高，国家也越来
越重视“老字号”品牌的挖掘、保护和发展了。

“老字号”经过世代传承，反映出“老字号”
继承人的聪明才智，展现出历史的沧桑，折射出
中国的历史文化，如何挖掘、保护、推动、振兴中
华“老字号”，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一方面，认
真开展“老字号”普查。全面了解和掌握“老字
号”的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运用数字化多媒体
等各种方式，对“老字号”发展史料进行真实、系
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健全“老字号”档案，及时
掌握“老字号”发展动态；另一方面，发挥政府部
门的主导作用。建立协调高效的工作领导机
制，明确任务，各有侧重，形成合力，共同做好保
护和培育一批发展潜力大、竞争能力强、社会影
响广、文化特色浓的知名老字号。

“5·12”是国际护士节。在各大医疗机构，
有这么一群特殊的护士，他们有着丰富的临床
接生经验，是产房的中流砥柱，是陪伴孕妇走
过艰难险滩的守护神。他们，就是助产士。助
产士在保障孕产妇和新生儿健康方面起到了
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自身发展面临着尴尬的境
地：工作压力大，没有独立的职称系列，没有准
入和注册的标准和程序，没有法律和规章制度
来规范助产士的职责和工作范围等。

5月12日《宁波日报》

5月11日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
显示，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世界第一人口
大国人口总量保持平稳增长，毫无疑问，第一
个托起生命的助产士功不可没。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助产士的发展境地
颇为尴尬。从业人员相对偏少，社会知晓度
低，承担的责任重，目前没有独立的职称体系，
与医生相比，助产士能取得高级职称的比例较
低。去年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好不容易
盼来了3名刚毕业的助产士，其中有一名还是
极其稀罕的男助产士，可惜半年不到，3名年轻
的助产士先后离职，离职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
他们看不到职业的希望。

助产士流失、转岗已成为普遍现象，正如
同儿科医生、120急救医生紧缺一样，是当前医
疗系统存在的明显短板，暴露了相关医疗制度
的缺陷。对此，需要医疗主管部门、高校、医院
等多方面共同努力，采取必要的措施，制定出
更多的符合实际的激励机制，比如，不断完善
薪酬体系，提高助产士各方面的待遇，设置独
立的助产士职务以及相应的能力评价标准，以
切实改变助产士岗位缺乏吸引力的现状。

要从根本上改变助产士人难招、留不住的
尴尬局面，需要完善助产士培养体系的顶层设
计，从制度上保证助产士的基本权利，留得下
助产士的人，还需要留得下助产士的心，尽一
切可能解决他们所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营造
和谐的从业环境，化解他们的职业压力，搭建
让他们有用武之地的平台，提高助产士的职业
自豪感和社会认同度。只有这样，才能切实稳
定助产士队伍，让他们在保障孕产妇和新生儿
健康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以保证高素质的助
产士队伍的可持续发展。

电瓶车起火，更多的拷问在电梯之外
木须虫

保护“老字号”就是保护我们的历史
徐根凯

A14
责编/高凯 叶飞 审读/邱立波 美编/雷林燕

今锐评 2021年5月13日 星期四 广告

三江热议

街谈巷议

晚
报
评
论
邮
箱
：n

b
w
b
p
lp
l@

16
3
.c
o
m

热点追评

付出与所得倒挂
助产士发展境遇不该尴尬
郑建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