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曙区初中招生政策公示
区直属初中坚持“中小学校校对口”原则
金报讯(通讯员 朱尹莹 池瑞辉
记者 章萍)从昨天起,《海曙区教育
局2017年初中招生工作实施意见》
(征求意见稿) 在海曙教育网上进行
公示。
记者了解到, 因行政区划调整,
今年义务段招生属于过渡期,原则上
区直属初中仍执行原海曙区招生政
策,坚持“中小学校校对口”的原则。

西片区初中仍执行原鄞州区招生政
策, 坚持义务教育阶段分级办学、属
地管理原则,由各镇乡(街道)统筹安
排,各教辅室具体实施。
区直属初中招生学区为原海曙
的八个街道, 实行校校对口政策。宁
波市实验学校、海曙区段塘学校和海
曙外国语学校为九年一贯制学校,小
学部学生直升本校初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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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士港镇、古林镇、高桥镇、横街
镇、鄞江镇、洞桥镇、章水镇、龙观乡、石
碶街道等九个镇乡(街道)为西片区初中
招生学区,按照“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
近入学”原则和“住、户一致” 优先原
则, 小学应届毕业生户口与父母户口、
家庭住房三者一致优先安排入学。具体
政策基本延续该片区去年的招生政策,
未作重大调整。
2017.4.21 星期五
热线：66111111

高新区小学招生政策出台
今年统一实行网上报名

同步
播报
金报讯 (通讯员 徐敏 记者 章萍)
昨天,宁波国家高新区(新材料科技城)
2017年小学招生政策出台。今年,高新
区所有学生都统一实行网上报名。
值得一提的是,“住户一致”的
学龄儿童,如同一套房子内已有其他
家庭的孩子在该校就读,不再视作服
务区学生,由教育文体局统一安排学
校入读;学龄儿童父(母)在高新区内

有住宅房(房产所有权为儿童父母共
同完全拥有或单独完全拥有), 但户
口未迁入的学龄儿童,由教育文体局
统一安排学校入读。如该房产已有其
它家庭的孩子在本区就读,将不再安
排就读。
记者了解到, 因区划调整,2016
年贵驷街道教育纳入高新区(新材料
科技城)管理,作为过渡期,执行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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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招生政策,2017年区内实行招生政策
一体化。
今年, 高新区将统一实行网上报
名。通过“宁波国家高新区小学一年级
新生入学报名平台”,该报名平台于4月
25日-5月5日开放。在高新区有户籍、房
产或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随迁子女学
龄儿童家长可以通过手机、电脑等进行
网上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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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政人员严查偷倒垃圾

宁波城区天气:
今日 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雨下午转多云 16℃—23℃
明日 多云 12℃—21℃
宁波空气质量等级:良 Ⅱ级 首要污染物:PM2.5或O3

周末阳光满满适合出游
金报讯(记者 薛曹盛)昨天是二
十四节气中的“谷雨”,也是春季最
后一个节气。谷雨的到来,意味着我
们将迎来暖和的天气。气温会在这个
时候快速回升,之后的雨量会不断增
多。这时的雨水对农作物的生长发育
有很大的作用, 因此有老话说:“清
明要明,谷雨要雨”。

前天晚上开始的一场酣畅淋漓
的雨水, 给谷雨节气带来了一份见
面礼。好在雨水就要停了,今天多云
到阴,有时有小 雨 。 下 午 开 始 , 天 气
将慢慢转好, 但是最高气温略有下
降。 周末两天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
气, 大家可以抓住春天的尾巴尽情
享受一番。

宁波市启动村庄“改旧”试点工作
金报讯(记者 樊莹)昨天上午,宁
波市举行“改旧”试点村工作培训,
并同时启动村庄“改旧”试点工作。
根据目标:到2020年,全市70%的村
庄完成“改旧”工作,实现村庄“设
施完善、特色彰显”。
据宁波市“三居办”村镇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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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张烈鑫介绍,下一阶段全市将着重
对已确定的128个“改旧”试点村启
动“改旧”工作,“有别于以往,这项
工作有利于村庄的有机更新、环境风
貌的塑造, 村庄空间形态的重新规
整, 总的来说就让村庄布局更合理、
建设更有序,基础设施更完善。”

路政养护人员清理垃圾
近日, 东钱湖交通管理所路政
人员巡查时发现, 在东钱湖互通桥
下又堆起了两条几米长的建筑垃圾
堆, 严重影响了周边居民生活环境
的污染,并带来了极大的安全隐患。
路政巡查员当即通知养护部门前来
处置。由于这次偷倒的垃圾量很大,
养护部门耗时2个多小时的时间才
清理干净。
屡禁不止的偷倒垃圾事件,严重
影响了公路的路容路貌,也造成了一
定的安全隐患。接下来,公路路政部
门将加强巡查,一旦发现垃圾偷倒行
为,将按照《公路法》或相关法规,
进行严格处罚。同时也呼吁广大市民
要共同监督, 抵制这种不文明行为,
为东钱湖公路营造良好的环境而共
同努力。
曹洪 黄静琪

宁波市居民健康卡发放超过10万张
金报讯 (通讯员 陈琼 记者 贺
艳)截至昨天,宁波发放居民健康卡
超过10万张,在全市188家医疗机构
实现发卡和用卡。 宁波市卫生计生
委从今 年 1 月 起 在 各 级 各 类 医 疗 机
构组织推广使用具备实名身份认证
功能的宁波市居民健康卡, 取代通
用就诊卡。
居民健康卡为芯片卡,存储用户
个人身份信息。大家持此卡即可在各

个医疗机构就诊使用,还可用于预约
挂号、个人电子健康档案查阅、检验
检查报告查阅等等,今后,宁波市卫
生计生将依托此卡推出更多医疗卫
生服务,例如:下半年市民还可凭健
康卡实现信用就医,根据信用等级实
现“先看病,后付费”。
最后提醒大家,宁波市卫生计生
委计划今年7月1日起停止使用通用
就诊卡。

恒源祥“九十年一遇”大促销
买99元春秋被送198元枕芯
今年是恒源祥品牌诞生90周年，值此
盛大佳节， 公司联合宁波第二百货特推
出优惠活动，凡《宁波老年》俱乐部会员

凭会员卡购买恒源祥90周年庆水洗棉春
秋被一条，均可获赠价值198元冰丝枕芯
一只，名额有限，送完为止。
恒源祥90周年庆水洗棉春秋被手感
柔软，亲肤透气，盖身上贴身舒适。产品有
两 个 尺 寸 ，2.0m ×2.3m， 价 格 99 元 ；
2.2m×2.4m，价格158元。

另有多款爆品反季2折优惠：
蚕宝春秋被 原价1880元，现价359元
纯棉六件套，原价880元，现价158元
活动地址：宁波第二百货一楼西门特卖场
活动时间：4月11日至4月24日
联系电话：13777145760

宁波二百“非常爱”春季婚庆节 —焕发甬城婚尚魅力
——
近几日，宁波第二百货商店“非常爱”春季
婚庆节正在火热进行中！ 广大市民蜂拥而至，
活动期间黄金首饰、床品家纺、婚庆礼服抢购氛
围浓厚。
本周婚庆节超惠让利活动照旧， 购买婚庆
增值预购券，实付1000元得1030元，在享受商
场所有优惠基础上让您再享超惠折扣。（投资
金条除外）婚庆系列商品超低价3.8折起，刷贵
宾卡再享贵宾折扣， 同时拥有商店贵宾卡的会
员，卡内已为您充值了20元现金券，满500元即
可使用，每人限用一卡。三重实惠，机会难得，
您还在等什么？
一楼商场黄铂金、钻石、翡翠等饰品超值劲
爆价出售， 各大品牌推出婚庆新款， 让您尽情
挑选。 婚庆节期间， 各类黄金饰品免费清洗抛
光，无需任何发票免费为饰品激光刻字；二楼商
场推出婚庆款男女鞋；四楼商场“妈妈·婆婆”
婚庆主题女士系列服饰倾情让利， 换季羊毛

衫、羊绒衫火热促销；五楼男士婚庆礼服超低折
扣，雅戈尔、培罗成68折，杉杉、洛兹婚庆组合款
5折；六楼床上用品婚庆特推款低至3折。商品购
不停，礼品送不停，活动期间，购物满2999元即
可赠送婚庆子孙桶或铜火铳一个。（投资金条除
外，单件商品限赠一个）满999元还可参加“幸
福气球”抽奖活动一次，奖品种类丰富，中奖率
高达100%。刷建设银行信用卡满1999元，更有
绒毛毯赠送。
本周五至周日，商场联合威斯汀酒店、一花
三季花店以及维纳斯婚纱摄影开展婚庆购物满
额送礼券活动。在您购物的同时，为您一并解决
摄影、婚宴、婚花的选择。最后不忘告诉大家一
个好消息，4.30日下午，二百翠玉斋将邀请中国
清代江苏钱币研究协会副会长王新龙先生以及
国家珠宝玉石质检师、 杭州珠宝首饰行业商会
秘书长叶东先生莅临二百， 为市民免费检测玉
石类、木器类等工艺藏品。名额有限，满额即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