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澥浦中心学校开展安全主题
教育活动，通过亲子专场、年级专场、全
校普教三种形式，提升学生安全意识。
（记者梅佳燕 贝顼 通讯员薛海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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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信息采集工作的公告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工作。为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使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家庭悬挂光荣牌
工作精准化，退役军人事务部拟全面开展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信息
采集工作，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采集目的
此次信息采集工作的目标是全面摸清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底数，

为其家庭悬挂光荣牌，建立健全服务对象档案和数据库，为加强退役军
人服务保障体系和工作运行体系建设，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奠定基础。

二、采集范围
（一）采集对象。
信息采集对象主要包括以下十二类人员：

1.军队转业干部；
2.退役士兵；
3.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和退休士官；
4.军队无军籍离休退休退职职工；
5.复员军人；

6.退伍红军老战士，包括西路军红军老战士和红军失散人员；
7.残疾军人；
8.享受国家抚恤的伤残民兵民工；
9.烈士遗属，包括烈士的父母（抚养人）、配偶、子女和兄弟姐妹；
10.因公牺牲军人遗属，包括因公牺牲军人的父母 （抚养人）、配

偶、子女和兄弟姐妹；

11.病故军人遗属，包括病故军人的父母 （抚养人）、配偶、子女和

兄弟姐妹；

12.现役军人家属，包括现役军人的父母、配偶和子女。
上述采集对象既包括已享受抚恤优待待遇的也包括未享受抚恤优待

待遇的对象；采集工作既要丰富完善已有对象信息又要调查核实新增对
象信息，力争做到全覆盖。

（二）采集内容。
主要包括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的个人身份信息、政治面貌、对

象类别、基本生活状况等，涵盖户籍、救助、社保、医疗、住房、抚恤
优待、服役及安置情况等多项基础信息和照片。具体内容以信息采集工
作软件填报表或纸质填报表为准。

三、采集方法
（一）采集方式。
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落实，以采集对象户籍所在地申报采集为基本

原则。县 （市、区） 为基本采集单位，由县级人民政府统筹负责，本级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牵头，会同当地组织、公安、民政、人社、自然资源、

住建、医保和兵役等部门具体组织实施，乡镇（街道）、村 （居） 全面参
与落实。各地统一设置集中采集点，采取集中采集、自主申报、上门校
核等方式进行采集。

（二）采集地点。
请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在规定时间内主动前往户籍所在地集中

采集点申报信息。（具体说明见各镇（街道）集中采集地点）

四、申报材料
请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申报时携带并主动提供下列证件或材料

原件：
（1）身份证；
（2）户口本；
（3） 转业证、退伍证、离退休证等 （军队转业干部、退役士兵、军

队离退休干部和退休士官、军队无军籍离退休退职职工、复员军人、退
伍红军老战士、西路军红军老战士和红军失散人员提供）；

（4） 残疾军人证、伤残民兵民工证、因战因公伤残人员证 （残疾军
人、伤残民兵民工提供）；

（5） 烈士证明书、因公牺牲军人证明书、病故军人证明书等相关证

件（烈士遗属、因公牺牲、病故军人遗属提供）；
（6）立功受奖证件；
（7）其他所需材料或证明。
五、时间要求
我区此次信息采集工作自2018年9月28日起开始，至2018年11月15

日前完成。
此次信息采集对象为2018年10月1日止尚健在的退役军人和其他优

抚对象，之后新增加或注销的采集对象，可随时到区、镇 （街道） 采集

点更新。
镇海区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信息采集工作领导小组

2018年10月11日

招 聘 启 事
招聘环保技术辅助人员1名，要求：政治素质好、身体健康；大专

（含） 以上学历，环保或化工等相关专业；35周岁以下；有相关工作经验、

宁波户籍者优先。待遇不低于本地区临聘人员标准水平。有意者可在工作
时间，随带本人简历、身份证、毕业证书等原件，到区环保局 （雄镇路
969号）411办公室报名。

咨询电话：86275656

宁波市镇海区环境保护局

2018年10月11日

区妇幼计生中心党员代表赴普安帮扶贫困生

“福佑入黔”暖意涌动

本报讯（记者沈王紫 通讯员

喻芳）每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都牵
动着社会的心。国庆节前，区妇幼计
生中心6名支部党员代表在镇海驻
普安扶贫办相关负责人的带领下走
进普安山区，开展“福佑入黔”爱心

帮扶活动，与地瓜镇的孩子们结对
帮扶，给他们带去学习用品、帮扶资
金、手工点心和来自镇海的关怀。

“以前就听说普安县地瓜镇地
处山区，很多居民生活比较贫困。”

区妇幼计生中心工作人员杜琳枫告
诉记者，耳闻不如眼见，半山腰上
的地瓜镇，困难情况实实在在。

“山区交通非常不便，我们到的那
天，因为盘山路不好开，比预计晚

到了2个小时。”交通闭塞，给地瓜

镇的发展造成很大困扰，但这里却
有最为淳朴的民风。抵达地瓜镇当
日，5名受助学生及其家长一早便
在镇政府门口等待。“贾镇长告诉
我们，孩子们、家长们早上7点就

在这儿等我们了，可我们大约10点
才到，3个小时，着实叫人感动。”

受助的5

名孩子大多
十几岁，轮
流自我介绍
时，不约而
同地露出羞

涩质朴的笑
容。贾镇长
告诉帮扶小
队 成 员 们 ，
这5名孩子都

是低保家庭，
家里可耕地

很少，几乎没有收入，生活非常困

难。让区妇计中心工作人员印象最
深的是一名叫张拓 （化名） 的孩
子，父亲已经过世，母亲因病无法
工作挣钱，一家子只有每月310元
的低保，已经初二的年纪，个头非

常小，看起来只有小学生模样。
“因为我们自己是医生，当时就觉

得这孩子可能是严重营养不良，心

里很不好受。”
5个孩子各有各的困难。“地

瓜镇有一项好政策，就是读书免
费，因此我们想尽量提供些生活上
的帮助。”党员们将预备的10000元

帮扶资金平均分发到5个孩子手中，
还为每人准备了书包、笔记本等学
习用品，希望能给他们的学习、生
活带去些许帮助。“孩子们，你们
要学会感恩，要好好读书，不要辜

负了这些远道而来的好心人。”贾
镇长道。

“这次帮扶资金是由我们中心
党员自发捐款，一共筹集10000
元。”区妇幼计生中心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今后中心将把结对帮扶
助学作为党支部的一项长期活动，

“等条件成熟后，我们还希望能从
医疗等方面结对，用专业知识让帮
扶更精准更有成效。”

镇中科技新苗产品“藕然”
国际学术研讨会获点赞

本报讯（记者梅佳燕）近日，

2018国际食品非热加工技术研讨
会暨第十二届果蔬加工产业与学
科发展研讨会在浙江杭州召开。
会议上，来自镇海中学的高中生
周佳仪、周子涵和周锐让中外专

家大加赞赏。究竟是怎么回事？
据了解，在宁波市农科院加

工所所长凌建刚导师团队的带领
下，镇海中学“科技新苗”3人去
杭州参加“2018国际食品非热加

工技术研讨会”。这个科技新苗团
队研发的超高压 （HPP） 莲藕
汁———“藕然”藕汁产品，第一次
在国际会议期间亮相，接受中外
专家品评。

到研讨会现场，他们先把精
心设计的产品标签逐一贴在“藕

然”包装瓶上，简洁有序放在展

台上，并配上了精美的产品简介。
在“藕然”亮相的时刻，中

外专家来到展台前，对展品表现
出浓厚的兴趣。镇中学子邀请他
们品尝，并请点评、指导。“第

一次面对面和外国专家交流，心
情激动又忐忑，在整个交流过程
中，专家赞赏了我们的‘藕然’，
并提出口味改进的建议，同时我
们也对原理和制作工艺进行了更

加深刻的讨论。”周佳仪说，交流
顺畅并愉快，为团队下一步的产
品优化提供了宝贵意见。

通过与外国专家的交流，镇
中学子更清晰地了解到国外的市

场和诉求。比如，很多外国人都
没有喝到过莲藕汁甚至没尝过莲

藕。周子涵认为，这给他们的项

目明确了方向，在面向国际市场
时，应首先向他们介绍莲藕的功
用和特质。

2018国际食品非热加工技术
研讨会暨第十二届果蔬加工产业

与学科发展研讨会，由中国食品
科学技术学会非热加工技术分会
及果蔬加工技术分会主办。大会
期间，宁波市农科院承担的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市超高压（简称

HPP）重大专项及市“科技新苗”
计划，重点展示杨梅、莲藕等系列
HPP天然果蔬汁技术成果和产
品，来自澳大利亚、美国和国内
的浙江、山西的多家企业、代表

对HPP装备/产品等技术成果表
示关注，现场品评反响良好。

树立先进典型 培育自治力量

30名居民获评“西门之星”
本报讯（记者胡谷

怀 通讯员罗梦圆 乐
巧琼）近日，招宝山街道
西门社区在人民大会堂
广场举行首届“西门之
星”表彰大会，表彰内容

分为“志愿之星”“网格
之星”“党员之星”。获奖
者均为社区自治中的优
秀骨干，共30名居民获
此荣誉。

裘康富是此次“西门之星”表彰

活动中“网格之星”的获得者之一。
提到这位龙洋小区“好管家”自治互
助站的得力骨干，居民们无不夸好。

“老裘可是个忙碌的热心肠，网
格内外的居民凡是有需求、他一定

来帮忙！”西门社区龙洋小区的黄阿
姨说，“苗圃小区2楼的一户人家更
换过房东，房屋漏水现象是遗留问
题，给一楼的住户带来不小的影响。
两户人家就赔偿事项产生分歧，裘

师傅多次联系房屋中介和二楼新房
东，有几次还跑到二楼房东的单位
与其协商，几个回合后终于圆满解
决纠纷。老裘这样热心帮忙真是很
不容易！”

此次“西门之星”获奖者中，年
纪最大的获奖者是80多岁的黄性
复。“黄师傅曾任我们社区的楼长，
楼道里的灯出现故障，都是他负责
修好的。”据西门社区党委副书记黄

燕敏介绍，“原来楼道里没安装充电
桩，收电费等工作都是他跑前跑后

完成的。后来他年纪大、吃不消，就

动员女儿接班做楼长，继续为居民
服务，我们社区挺感动的。”

今年，西门社区实现小区居民自
治站全覆盖，此次表彰大会旨在树立
以裘康富等30名自治骨干为代表的

先进典型，激励更多的党员能人、居
民骨干参与到小区自治中来，培育壮
大“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大家的事
情大家办”的自治力量、协助社区自
下而上解决居民家门口的小事、急

事、难事，形成社区服务、居民诉求收
集处理机制以及以邻里为基础的互
助连结的社会融合机制。

未来，社区将进一步深化“西门
之星”评选机制，鼓励更多优秀的自

治骨干加入“西门之星”的评选队伍，
为建设爱心服务型社区添砖加瓦。

"日前，庄市学校从逸之礼、逸之能、逸之学三方面绘制“好习惯”树，构建“以践行校训”为推
手的义务段九年序列化养成德育，涌现一大批优秀学子，学校将这些学生的好习惯拍摄照片悬挂在走廊
上，彰显正面示范的引领作用，将“不能这样做”改为“该怎么做”。图为逸之礼—勤剪指甲讲卫生。

（通讯员王巧莲 蔡豪杰 摄）

没有健康证？没有营业执照？奶精当鲜奶用？

镇海10家饮品店被立案了
本报讯 （记者汪皛 张

宁 通讯员张科子 许华鑫）
前段时间，各类饮品店频频
登上媒体头条成为“网红”，
原因却是潜在的各种乱象和
健康安全隐患。

为严厉打击现制现售饮
品行业违法违规行为，保障
消费者的舌尖安全，日前，
区市场监管局开展饮品店专
项整治。

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
来到宁大步行街，检查该街区
的部分饮品店。检查中发现，部分饮
品店因为多种原因，导致证照不合
格，甚至存在无证经营的现象。

“这次检查，我们坚持立案追
责，严厉处罚。”区市场监管局相
关负责人说，这些被查出问题的饮
品店都将受到相应处罚。货值金额
在1万元以内的是处罚5万元到10万

元；如果非法添加，将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据悉，我区目前共有390多家
以销售奶茶、果蔬汁、咖啡为主的

饮品店，此次检查重点打击各类饮

品店是否有无证无照经营行为，是
否持有有效健康证，是否超范围经
营自制饮品，是否使用过期、腐败
等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水果、蔬
菜、果汁原浆、牛奶奶精等原料和

添加剂。
目前，全区共出动执法人员80

人次，实地检查175多家饮品店，
发现违法行为22家，责令整改22家
次，取缔无证照经营1家，立案查

处10家。

手指被卡怎么办？
先试试这些小技巧
本报讯（记者武亚东 通讯员崔寅

伟）近日，一男子带着年幼的女儿来到镇
海消防大队，请求消防队员帮助。他的女
儿手指被一个黄色的塑料圆环卡住。

消防队员仔细观察后发现，卡住女
童食指的圆环为硬塑料材质。消防队员

用剪刀尝试将塑料圆环剪开，另一边的
消防队员则用牙签塞在剪缺口里，以便
制造更多的空隙进行破拆。经过消防队
员的不懈努力，10分钟后，女童手指解脱
出来。所幸救援及时，已无大碍。

消防部门提醒，遇到“手指被卡”，可
先试试一些小技巧。“可尝试沾点肥皂
水、润肤霜、婴儿油之类的‘润滑油’，在
被卡的手指上从底部位置开始涂抹，再
轻轻拉一拉，看是否会脱开。”消防队员

提醒，“如果无法脱开，则不可轻举妄动，
可尝试将异物推回手指最细位置，让血
液能够正常流通，而后立即前往医院或
向消防部门求助。”

图为党员代表与受助学子合影。

图为表彰大会现场。（记者汤越 摄）

四千里
镇海普安廿载情
脱贫攻坚

图为执法人员检查现场。

文明
花开 行镇海我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