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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宁波文化产业弄潮儿”候选名单出炉

镇海5人入选
本报讯 （记者张超梁 通讯员

贝于灵） 近日，“寻找宁波文化产
业弄潮儿”活动公布60个“弄潮
儿”候选名单。值得关注的是，我
区5人入选。

今年8月，由市文化体制改革

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指导，甬派传
媒、宁波日报、中国宁波网主办，
宁波市文化促进会承办的“寻找宁
波文化产业弄潮儿”活动启动。经
过线上线下两次评审，严格遵循公

平、公正原则，来自文化产业各领
域的专家评审员从141个海选名单
中评出60个“弄潮儿”候选名单，
开展网络投票。专家评审员将参考
网络投票、后台评论等综合意见，

最终评选出40个“弄潮儿”，向改
革开放40周年致敬。

我区入选60个“弄潮儿”候选
名单的5人分别是宁波洛可可创意
咨询顾问有限公司苑永亮、宁波卓

一工业设计有限公司张英、宁波百

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沈乐、宁波千
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江海仁与红珊
瑚影视股份有限公司童国强。

在童国强力主下，红珊瑚影视
相继投资出品红色革命电视剧 《红

星照耀中国》、票房逾亿元的电影
《七十七天》等多部脍炙人口的影视
剧作品；在江海仁探索下，千懿文
化以动漫知识产权形式入股生产型
企业，开发的童装等六大类动漫衍

生品在国内市场取得良好效果，其童
鞋等《海星兄弟》动漫衍生品出口至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在张英引
领下，生产型企业插上设计的翅膀，
打造出原汁机等市场青睐的爆款产

品……“寻找宁波文化产业弄潮儿”
活动候选人评选紧扣“潮”字。“弄潮
儿”候选人在对宁波改革开放40周
年拥有见证意义同时，还要发挥甬城
文化产业的引领作用。

洪武机动车检测正式营业
车辆年审区内一站搞定

本报讯 （记者陶
欢欢） 宁波镇海洪武
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经过10个多月的试运
营后，于10月9日正
式开业。该检测站已

通过国家认证、批
准，受理机动车环保
检测、机动车安全技
术检测、机动车综合
性能检测等车辆年审
业务。这也意味着营运车辆可在区

内检测，镇海的车主再也不用往返
市区年审。

据了解，该检测站位于蛟川街
道俞范村658号，占地20000平方
米，设有停车区、外检区、环检

区、安检区，是机动车综合性能检
测机构，可允许200辆次机动车同
时检测，年检测能力为50000辆
次。

该公司安全技术检测车间拥有

安检2条线，13吨线1条，10吨线1
条；环保检测车间5条线，重柴线1
条，轻柴线1条，汽油线3条；室外
设有路试车跑道一处，驻车坡道
15%、20%各一处；检测全程计算

机控制。

机动车的年检和普通货运营运
车辆检测都可以在该公司检测，另
外该公司属于三合一检测站，是宁
波市第四家符合国家标准的三合一
检测站，今后需要营运证年检和行

驶证年检的车辆都可以一起检测。
目前，我区范围内有2家机动

车综合性能检测机构，主要承担着
区域内道路运输车辆的技术等级评
定和二级维护竣工检测等工作。随

着洪武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的正式
开业，我区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的
空间布局将更为合理，也大大方便
了蛟川街道、骆驼街道及附近区域
的车辆检测与等级评定工作。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镇海区税务局
关于办税机构设置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镇海区税务局公告2018年第2号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关于国

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的工作部署,为确保税务
机构改革后各项税收工作平稳有序运行，现就
镇海区税务局办税机构设置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进出口税收管理科，负责组织实施进

出口税收的管理工作，落实进出口税收政策和
具体实施办法；负责进出口税收具体业务问题
的解释和处理；组织实施年度出口退 （免） 税
计划；参与进出口税收风险管理和纳税辅导、
咨询服务、税收法律救济等工作，自2018年9

月30日起启用新的内设机构行政印章。
进出口税收管理科办公地址：宁波市镇海

区蛟川街道镇骆东路66号。
二、澥浦税务所，主要负责澥浦镇、九龙

湖镇、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辖区内税收、

社会保险费和有关非税收入的直接征收服务、

基础事项管理及其风险应对工作，自2018年9
月30日起启用新的派出机构行政印章。

澥浦税务所办公地址：2018年11月1日
前，宁波市镇海区蛟川街道镇宁东路1118号
（镇海区税务局大楼）；2018年11月1日后，宁

波市镇海区澥浦镇新建西路26号。
三、蛟川税务所，主要负责蛟川街道、招

宝山街道辖区内税收、社会保险费和有关非税
收入的直接征收服务、基础事项管理及其风险
应对工作，自2018年9月30日起启用新的派出

机构行政印章。
蛟川税务所办公地址：宁波市镇海区蛟川

街道镇骆东路66号。
四、骆驼税务所，主要负责骆驼街道、庄

市街道辖区内税收、社会保险费和有关非税收

入的直接征收服务、基础事项管理及其风险应

对工作，自2018年9月30日起启用新的派出机
构行政印章。

骆驼税务所办公地址：宁波市镇海区骆驼
街道荣骆路202号。因地块拆迁，骆驼税务所
预计于2018年12月下旬搬迁至镇海区慈海南路

1320号，届时将另行发布搬迁公告。
五、原镇海区国家税务局办税服务厅 （宁

波市镇海区蛟川街道镇宁东路1118号）、原镇
海地方税务局三分局办税服务厅 （宁波市镇海
区庄市街道兆龙路920号） 将沿用至2018年10

月31日，11月1日起撤销，适当保留自助办税
设备。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镇海区税务局

2018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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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猪肉
牛肉

养殖黄鱼
带鱼
海鳗

海虾（活皮虾）
河鲫鱼

胖头鱼（花鲢）
鲜鸡蛋
鲜鸭蛋

白条鸡（三黄鸡）
白条鸭（麻鸭）

大白菜
青菜
芹菜

青瓜
西红柿
茄子
白萝卜
内酯豆腐

规格
腿肉
腿肉
250克
200克
500克

中等
250克
1000克

鲜大群鸡蛋
鲜大群鸭蛋

只
只

中等
中等
中等

中等
中等
中等

新鲜一级
350克

平均价
31
78.6
46.6
43.75
45.3

73.25
19.1
17
11.5
18

32.3
39.9
4.5
6.75
15.75

9.5
12

12.75
5

2.25

单位：元/公斤 采价时间：2018年10月10日

镇海区商务局 2018年10月11日

拓宽服务渠道 强化医疗保障

我区搭建“企业家健康服务平台”
本报讯（记者林意然）企业家是

经济发展的重要主体，是社会的宝
贵财富。今年以来，区企联企协积极
打造企业家“健康工程”，构建医疗
保障体系，使其成为我区企联企协
创新优质服务的一项全新举措。

截至目前，全区区内民营企业
数量占区内企业总数超过90%（区
属占96%），就业人数占全区劳动
就业人数80%以上。2017年，民营
规上工业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1074

亿元，占区属规上工业总产值的
92.7%，各项数据都深刻体现出民

营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对全区经

济平稳发展作出的贡献。
“健康工程”的开展包括为企

业家及其家属、企业员工提供体
检、健康、医疗方面的保障服务，
积极拓宽服务渠道。4月，区企联

企协组织150余名企业家来到宁波
爱康国宾体检中心进行健康体检，
此活动也是区企联企协出台 《企业
家健康管理办法 （试行）》 后首次
组织的企业家健康体检，参检企业

家普遍对该健康体检表示满意。
同时，区企联企协不断加强与

优质体检、保健医疗资源单位的联

系合作，积极开展健康医疗方面的
知识讲座，传播医疗健康知识，推
介医疗健康服务新模式资讯。9月，
区企联企协特别邀请中国医师协会
结直肠肿瘤专委会腹腔镜专委会副

主任、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大肠
外科副主任李心翔教授进行 《肿瘤
早期预防》 健康讲座，邀请各类专
家现场互动答疑解惑，并对今年企
业家体检情况汇总分析，一对一解

答体检者提问。
下步，为进一步满足企业家健

康服务的需求，提升协会服务水

平，区企联企协将从企业家健康体
检着手，逐步向前端以健康讲座，
养生论坛为主和后端以健康医疗为
主的两端延伸服务模式，携手爱康
集团 （宁波） 为会员企业 （企业

家） 提供高端健康体检、健康知识
讲座等服务，积极打造“企业家健
康服务平台”。“我们将努力打造
具有坚强的意志、充沛的精力、健
康体魄的企业家队伍，更好地为我

区经济建设服务。”区企联企协主
席张江华表示。

建交严把建筑工程质量关
着重抽查主体结构现场实体质量

本报讯（记者王马飞 施俊杰
通讯员彭天承 张盼盼）记者近日
从区建交局获悉，我区持续开展“质
优宁波”建设，推进高质量发展，全
面提升建设工程质量水平。

区建交局相关负责人说，对违

法违规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根

据情节轻重予以信用扣分、通报批

评、直至提出行政处罚建议。
为提升工程质量，我区对在建

项目开展质量专项检查，重点检查
建设各方责任主体质量行为、工程
实体、工程资料三方面内容和质量

责任制落实情况，以确保主体结构

安全为主线，严厉打击违反工程建

设强制性标准的行为，着重抽查主
体结构现场实体质量，加大对钢筋、
建筑用砂、建筑砌体等的监督抽检。

与此同时，配合相关管理部门
做好预拌混凝土企业专项检查，对

预拌混凝土的进场使用情况、标准

养护试件的取样留置等行为予以重

点关注。对涉及装配式建筑和全装
修住宅的工程，将进行全覆盖监督
检查。对工程质量行为规范、工程质
量状况良好、活动组织严密、成效显
著的单位予以表彰。

此外，我区还将围绕当前工程
质量热点、难点问题，广泛动员，开
展座谈交流、培训学习等多种形式，
提高全体从业人员的质量意识、责
任意识、业务技能和管理水准，探索

监管新模式，推进质量标准化工作。

展示队伍风采 展现责任担当

第一届最美城管人亮相
本报讯 （记者王喆 马旭峰

通讯员袁晓君） “我为自己是一名
城市管理者感到骄傲。”区综合行政
执法局综合管理科的戚庆说。近日，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城市管理局）
第一届“最美城管人”评选暨师徒

结对仪式举行。19名来自局各个科
室、中队的优秀城管人参加了现场
演讲比拼，最终选出10名“最美城
管人”。

这次评选，候选人涵盖城市

管理各个岗位，他们有的是一线
执法人员和协管人员，有的是窗
口服务工作人员和科室的负责人。
从这些人员的经历和故事中，可
以看到镇海城市管理的发展变迁

以及他们践行“721”管理法的突
出实践。

演讲者结合自身工作职责，声
情并茂讲述了自己从事城市管理工

作以来的事迹和感受。虽然身份、

岗位各有不同，但他们都在自己岗
位上展现了一名优秀城市管理者的
责任和担当，为守护城市整洁和靓
丽默默负重前行。

经由各镇 （街道、管委会） 城

建分管领导、村 （社区） 代表、城
管局干部职工、城管义工代表投票
评选，以及专业评委、媒体评委对
候选人现场演讲进行打分，评选出
第一届十佳“最美城管人。其中执

法队员6名，管理人员2名，协管队
员2名，招宝山中队汪鹏、骆驼中队
徐磊、庄市中队孙仕良等人获评第
一届“最美城管人”。

活动当天还观看了该局出品的

党建多媒体微视频，展现了老中青
三代城管人以及党员排水先锋队的
风采面貌。此外还为该局十对结对
师徒举行结对仪式。

《镇海生态管控区保护与利用策略研究》通过评审
本报讯（记者王马飞 施俊杰

通讯员李欣） 记者昨日从区规划
分局获悉， 《镇海生态管控区保
护与利用策略研究》 于日前通过
部门暨专家评审。区发改、国土、
农业、环保等部门及九龙湖镇政

府代表参会，会议还邀请了上海、
南京等地的3位专家参与评审。

“该规划通过对生态管控区发

展历史、现状、建设情况的梳理，
结合新时代对城市生态建设与品
质发展的新诉求、镇海区面对战
略转型的任务和目标，对镇海生
态管控区进行科学定位，着力将

镇海生态管控区打造成全国‘三
生融合’乡村振兴样板区、长三

角生态科技创新应用示范区、宁

波最大的田园野趣公园。”评审会
上，与会专家表示。

与此同时，规划还从整体生态
安全格局构建和具体功能板块建
设两方面，对镇海生态管控区保

护与利用作了详细说明，并提出
了相关政策建议、空间管控及建

设引导。

评审会上，各专家及参会代表
对该规划给予充分肯定，该规划
将为全市生态空间品质提升提供
重要参考，为新一轮总规编制提
供依据，有助于切实推进镇海乃

至全市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双赢。

图为镇海洪武机动车检测站。

宁波材料所全职引进柴之芳院士，他说———

“今天，我和妻子回家乡了”

本报讯（记者张超梁 马旭峰
通讯员高晓静）三江潮动归游子，甬
城科创添芳华。昨日上午，中科院宁
波材料所聘任柴之芳院士仪式在我
区举行。在薛群基院士等多位重量
级嘉宾的共同见证下，宁波材料所

所长黄政仁与柴之芳院士签订了聘
任协议。

桑梓情怀
“这个话让我内心感动。”昨日上

午，在中官路创业创新大街区域宁波
帮博物馆东侧的宁波材料所博思会
堂，现场的“三江潮动归游子，甬城科
创添芳华”这一标语，让柴之芳顿觉

心间暖流涌动，感触良多。
柴之芳，籍贯宁波鄞县。“小时

候，我也曾坐类似乌篷船的船只，在
三江里游玩。”今年76岁的柴之芳感
慨。让故乡人欣喜的是，往昔的少年

已成长为如今的科学界巨擘。更让
故乡人欢欣鼓舞的是，随着归来，柴
之芳将在甬江科创大走廊里向故乡
和国家贡献更多的自身价值。

故乡的情，故乡的人，一直在柴

之芳心间萦绕。多年来，柴之芳每年
总会拨冗回乡，或作学术报告，或考

察交流。其对家乡的拳拳情怀，从

中可见一斑。
“‘芳华’两字，是从我和我妻

子的名字中各取一字。今天，我和
妻子回家乡了。”柴之芳难掩喜悦
之情。

攀登高峰
2007年，柴之芳当选为中国

科学院院士。
196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放射

化学专业的柴之芳，一直前行在创
新路上。获洪堡基金资助，柴之芳

在德国科隆大学从事核技术及其
应用研究。之后，他又前往美国、法
国、荷兰与日本等国家从事相关科
研工作。

柴之芳长期致力于核技术和核
分析方法学的发展，并将其应用于
一些交叉学科中，在若干重要元素
的分子—中子活化分析、铂族元素
丰度特征、金属组学、环境毒理学和

纳米安全性、核爆炸现场快中子谱
等方面取得了一批成果。

柴之芳现主要从事放射医学、
核能化学和纳米生物效应研究，负
责和组织了多项基金委重大研究计

划、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全国科学
大会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国家级奖项，是
他捧回众多奖项中的一部分。

值得关注的是，凭借多年努力，

柴之芳摘取了国际放射分析化学和

核化学领域的最高奖项———George
vonHevesy奖。他也成为首位来自
发展中国家的获奖者。

贡献价值
交叉学科是创新源泉。当前的

科学发展态势是学科界线逐渐淡
化，学科相互融合日益显著。超过半
数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均拥有交叉
学科背景，这也是交叉学科创新价

值的证明之一。
“尽我所能去奋斗。”作为宁波

材料所全职引进的第二位院士，柴
之芳将担任该所核技术与交叉科学
中心首席科学家。此前，柴之芳院士

已与该所合作近六年，指导该所核

能材料领域的研究和发展。
由柴之芳院士领衔的宁波材料

所核技术与交叉科学中心，主要聚焦
目前我国核能与资源环境领域的重
大科技问题，开展攻关研究。该中心

在为工业示范堆用结构材料提供坚
实技术保障的同时，力争在宁波市建
设国际一流的核能材料与工程装备
产业中心，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与‘实’俱进，这是我很喜欢的

词语。”柴之芳说，对于科研来讲，这
就要其借助想象力，发挥出实实在
在的作用，回报社会。人才培养也是
他关注的重点。“这项工作需细水长
流地付出，才能产生重要影响力。”

图为柴之芳院士在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