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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上不讲课下讲”
“组织开办校外培训班”
“同家长搞利益交换”
教育部：
对这些行为
“零容忍”！
记 者 28 日 从 教 育 部 网 站 获
悉，教育部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
开展中小学有偿补课和教师违规
收受礼品礼金问题专项整治工作
的通知》，面向全国中小学校和教
师开展为期九个月的有偿补课和
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问题专项整
治。通过此次专项整治，要求各地

开展自查自改，完善管理机制，建
立工作台账，对查实的问题依法依
规严肃处理，持之以恒抓好师生群
众反映强烈、影响恶劣的突出问题
整治。教育部对教师
“课上不讲课
下讲”
“ 组织开办校外培训班”
“同
家长搞利益交换”等行为采取“零
容忍”
态度。
据新华社

市贸促会出具两份
台风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书
7 月 27 日，市贸促会为宁波某
时代进出口有限公司出具了 2 份
台风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书。该
批货出货目的地分别为德国和美
国，共 268 箱，产品为 LED 装饰灯
和电子蜡烛灯，货款 34277.76 美
元。因工厂所在地海曙区龙观乡
受台风“烟花”影响，生产车间进
水，导致生产流水线受阻，严重影
响其生产进度且后续恢复期较长，
导致 7 月下旬和 8 月下旬 2 份订单
不能如期交货。
早在 7 月 23 日市贸促会就发
出通知，告知广大外贸企业台风属
不可抗力事实范围，并及时建议企
业做好相应的应对措施。同时市

贸促会将免费为企业出具因台风
影响导致延期出货的不可抗力事
实性证明，努力帮助企业减免违约
责任。
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属于商
事证明领域中的事实性证明行为，
是指由中国贸促会及其授权的分、
支会应申请人的申请，对与不可抗
力有关的事实进行证明，出具后当
事人可以部分或全部免除不履行、
不完全履行和迟延履行合同的责
任。该证明已得到全球 200 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海关、商会和
企业的认可，在域外具有强大的执
行力。
记者 谢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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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 ATM
跨行取现费用下调
日前，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
支付清算协会联合发布《关于降低
自动取款机（ATM）跨行取现手续
费的倡议书》提出，银行 ATM 跨
行取现手续费标准将做下调：
每笔
不超过 3.5 元，异地与同城一致，
并要求各银行和清算机构自倡议
书发布之日起 1 个月内实施降费
措施。1 个月已至，甬城各银行实
施情况如何？27 日记者进行了实
地探访。
近日，
多家银行在官网发布公
告，宣布对 ATM 跨行取现暂免手
续费。如中国银行称，自 7 月 25
日 起 ，对 跨 行 同 城 、跨 行 异 地
ATM 取现服务暂行免收手续费，
恢复时间另行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
称，自 7 月 25 日起，借记卡、准贷
记卡跨行 ATM 取现交易手续费
暂不收取；建设银行也表示，自 7
月 25 日起，全国范围内免收借记
卡及准贷记卡跨行取现业务手续
费，具体包括 ATM 跨行取现、助
农取款及农民工银行卡特色取现
服务；中国工商银行也自 7 月 25
日 起 ，暂 免 收 借 记 卡 境 内 跨 行
ATM 取款手续费。
部分股份制银行也发布了公
告。如浦发银行、兴业银行等银行
将境内自动取款机同城、异地跨行
取现手续费统一降至每笔 3.5 元，
并对助农取款等业务予以免费。

此外，
中国银联也宣布，
自即日起，
面向成员机构降低 ATM 跨行取现
网络服务费，
切实降低成员机构运
营成本。
27 日，记者走访了多家银行，
实地了解宁波各家银行实施情
况。在农行东城支行，
记者遇到了
前来办理业务的王先生。他告诉
记者，平日里偶尔会使用 ATM 跨
行取现，之前 ATM 跨行取现时会
发生一笔手续费，
有些不便。当前
好几家银行取消了跨行取现发生
的手续费，对市民来说是一项福
利，
取款操作更便捷、更实惠了。
据了解，
此前大多数银行跨行
取现手续费按照取现笔数收取或
通过“金额比例笔数”的复合方式
收取。邮储银行此前借记卡跨行
取款费用为 4 元/笔，储蓄卡在异
地其他银行 ATM 上取款，按每笔
取款金额 0.5%收取异地取款手续
费，最高 50 元/笔。农行工作人员
向记者介绍，过去该行 ATM 取现
同城跨行手续费为 4 元/笔，ATM
机取款最高限额是 2 万元，每次最
高取款限额是 5000 元，按照过去
标准，市民如果一次性取 2 万元，
会发生 20 元的手续费。新政实行
后，该行同城跨行 ATM 取现手续
费为 0，
为客户提供了便捷。
记者 周雁 实习生 江琳璐

家庭化产房 孕妇生产家属可全程陪伴
全程陪伴
月子中心 医疗守护安全护理专业温馨
被推进产房的那刻起，家属就在门外
揪心等待，祈祷母婴平安。快的，几个小
时，
慢的，
10 多个小时。
在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北部院区的家
庭化产房，家属将可不再忍受这种产房外
焦急等待的煎熬。家庭化产房将待产和分
娩等集中到一个房间，孕妇生产时家属可
全程陪伴在身边。
家庭化产房的一体化优质服务，消除
了很多孕妇的分娩恐惧，选择自然分娩的
孕妇明显增加。她们也知道，自然分娩对
胎儿和本人都好处多多。

家庭化产房颠覆了传统认知
岑女士是位 80 后，几天前，她就在妇
儿医院北部院区的家庭化产房，勇敢地选
择了自然分娩：
宝爸陪在身边，亲历了母亲
的伟大，也见证生命降临的神奇。这将成
为他们终身难忘的一段回忆!
岑女士身材较小，产检显示胎儿却不
小，
多家医院都建议她剖宫产，可岑女士知
道，
顺产对胎儿和孕妇都大有好处，忍受分
娩的疼痛值得。经朋友介绍，她在临产前
两周找到了宁波市妇儿医院北院的家庭化
产房。
家庭化产房的环境和服务，颠覆了她
以前对妇产科的所有认知。产妇可在同一
独立房间完成待产、分娩和产后恢复……
除剖宫产外，无需辗转于病房和产房之
间。分娩过程在独立私密房间里完成，除

了医护人员，
家人可全程陪伴。
家庭化产房里电视、微波炉、冰箱等生
活设施一应俱全，便于陪护的家人照顾孕
产妇，住在医院也能享在家的温馨。
就这样，岑女士安心地住进了家庭化
产房，等待临盆分娩。

产妇分娩时家属能全程陪伴
上午 10 点，岑女士终于临产。冯护士
长陪伴在她身边，喂水、擦汗、按摩，
并耐心
讲解分娩的过程。家属的陪伴，一对一的
导乐，温馨的助产服务，
让忐忑不安的岑女
士安心了很多。
宫缩越来越强，在助产士的导乐指导
下，岑女士伴随着柔和的音乐，
配合着呼吸
减痛法，大大减轻了疼痛感。麻醉师第一
时间给予椎管内分娩镇痛，让岑女士轻松
地度过了第一产程。
下午 3 点宫口开全。产科医生、围产
儿医生、助产士、护士长等医护人员全部陪
伴在她身边，
指导岑女士什么时候该用力，
如何用力，什么时候该放松休息，积攒力
量。
在医生的指导下，岑女士找到了最适
合自己的体位。因为她身材较小，体力欠
佳，后期的用力过程中，她感觉越来越疲
惫。但医生的鼓励，家属的安慰……却让
她的信心越来越强。
最终，历时近 3 个小时，岑女士顺利分
娩出 3.1 公斤的小公主。

导乐师指导产妇运用分娩球缓解宫缩痛、
导乐师指导产妇运用分娩球缓解宫缩痛
、加速产程
加速产程、
、促进自然分娩
促进自然分娩。
。

从家庭化产房到月子中心
当晚，
岑女士用微信向医生致谢：
那么
多医生和助产士全力辅助，帮我渡过了这
么难的一关！成功地自然分娩。
据介绍，
其实很多孕妇跟岑女士一样，
都知道自然分娩的好处，只是因为害怕疼
痛，
才选择了剖宫产。随着认知的提高，
以
及多孩时代的到来，选择自然分娩的孕妇
逐渐多了起来。妇儿医院家庭产房的贴心
服务，无疑给孕妇自然分娩创造了更好的
条件，
给了她们自然分娩的信心和勇气。
据悉，2021 年上半年，市妇儿医院的
自然分娩率稳步上升，越来越多的孕妇选
择自然分娩。为确保产妇尽快恢复，该院

于 2021 年又推出全市首家产后母婴保健
中心，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月子中心，
实现了
家庭产房和产后保健的无缝对接。
精美的月子病房，安装有智能门禁系
统，所有家具都严格甄选，确保安全无害。
母婴入住前，房间都经过整理和消毒。入
住大礼包里有产妇月子鞋、洗浴拖鞋、毛
巾、浴巾，
以及宝宝用的口水巾、毛巾、洗脸
盆、尿布湿等一应俱全。另外，
营养膳食科
的师傅精心烹制的月子餐，保证了宝妈吃
得营养，
吃得健康。
关键是，多学科医护人员组成的专家
团队，将为宝妈和宝宝提供安全的医疗守
护和专业的护理服务。
记者 程鑫 通讯员 马蝶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