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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岚 通讯员刘
拥军 郭腾达） 我市即将实行液化
气气瓶企业自有产权制度。日前，
市城管局和市质监局组织召开的气
瓶信息化工作部署会议传出信息，
从 11 月 20 日起，我市瓶装液化气
气瓶充装单位和经营企业只能充装
自有产权气瓶，并销售自有产权气
瓶的瓶装液化气。所有的气瓶还将
逐步安装二维码信息标签，一瓶一
码，并利用物联网技术，实现气瓶
充装、销售的可查询、可追溯。

每个气瓶要配“身份证”

气瓶企业自有产权制度是市城
管局和市质监局联合推行的全市液
化石油气气瓶信息化工作的重要内
容。未来，所有企业自有产权气瓶
将统一安装二维码信息标签，给每

个气瓶配“身份证”，并纳入信息
化管理系统。

记者了解到，这些制度推行
将 使 市 民 用 气 更 安 全 ， 也 更 便
捷。市民可以通过智能手机扫描
气瓶护罩上的二维码标签了解气
瓶寿命周期、充装时间、充装站
点等相关信息；带气瓶去充装，
不必再担心自己的气瓶和别人的
搞混。“部分企业还将逐步开通网
上购气，用户只要通过手机 APP
直接下单订购，企业送货上门。”
市城管局公用事业监管中心相关
负责人说。

居民原有合格气瓶可
置换新瓶

气瓶产权企业自有后，市民家
里原来的气瓶怎么办？

据了解，市民家中原有的合格
气瓶，可按照就近和自愿的原则办
理气瓶产权置换手续，由瓶装燃气
企业折价置换。用户气瓶超过有效
期的，应由企业统一收购后交由气
瓶检验机构集中予以报废处理。

“需要提醒的是，市民不要将气瓶
当做普通废旧物资出售或擅自处
置，因为气瓶中有残余的液化气，
容易发生事故。”

市民需要使用瓶装液化气的，
可以自愿选择就近的瓶装燃气经营
企业，采取向企业租赁气瓶的方式
购气，并与企业签订气瓶租赁协议
和供用气合同，明确气瓶押金，约
定气瓶的租赁、使用、退瓶和充气
等相关服务内容。当想要停用瓶装
液化气时，可按照协议约定，凭押
金收据和租赁的气瓶，办理结算手
续后退回押金。

新规实行可保证气瓶安全

为什么要实行液化气气瓶的企
业自有产权制度？市城管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气瓶属于盛装易燃易爆气体
的特种设备，要由专业的气瓶充装单
位和经营企业作为气瓶安全的责任主
体。《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
法》、国务院《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国
家质检总局《气瓶安全监察规定》等法
律法规规定，气瓶充装单位应当向气
体使用者提供符合安全技术规范要求
的气瓶，并只能充装自有产权气瓶；燃
气经营者不得销售气瓶充装单位擅自
为非自有气瓶充装的瓶装燃气。

据介绍，一般气瓶的设计使用
期限是 8 年。实行企业自有产权气
瓶后，企业将统一负责气瓶的管理、
维护、检测、报废等。

我市将实行液化气气瓶企业自有产权制度

下周起自家气只能充自家瓶

本报讯 （记者陈敏 通讯员
庞赟） 11 月 14 日是世界糖尿病
日，昨天上午，由市卫计委、市
疾控中心以及宁大医学院附属医
院联合举办，国际公益组织狮子
联会浙江第十五分区共同参与的

“温馨工程·蓝光行动”防控糖尿
病 大 型 公 益 活 动 在 中 山 广 场 举
行。记者从现场获悉，去年底，
我市发现并报告的糖尿病人超过
30 万人，而且根据市疾控中心调
查分析，还有许多病人没有被发
现。

20岁以上人群中，近
20%是糖尿病前期病人

目前全世界范围内糖尿病患者
人数在不断增加，2011 年全球糖
尿病患者已接近 3.5亿人,而我国的
糖尿病患者也已接近 1亿人。近年
来，全国各类慢性病的发病呈现

“井喷”现象，宁波市也不例外。
从采访看，这几年我市糖尿病

发病呈两大趋势：其一，糖尿病患
者逐年增加，以鄞州区为例，该区
的糖尿病、高血压患者数以每年 1
万人的速度递增；其二，糖尿病这
一老年病正在侵蚀年轻人，据市疾
控中心的现场调查，我市 20 岁以
上的人群中，有近20%是糖尿病前
期病人，如果对这些人不采取预防
与干预措施，将会向糖尿病方向发
展。

据介绍，随着疾 病 的 深 入 ，
糖尿病患者会出现一系列的血管
并发症，其中约 30%的 1 型糖尿病
和 20%至 50%的 2 型糖尿病患者可
发生糖尿病肾病，晚期出现严重
肾功能衰竭、死亡，糖尿病肾病
导致的死亡概率仅次于大血管并
发症导致的死亡概率。糖尿病患
者一旦合并了糖尿病肾病，其治
疗费用将大大增加，且心脑血管

并发症的患病率直线上升。

调查显示：近1/4糖尿
病患者未用药物治疗

宁大医学院附属医院联合我市
10 余家医疗单位开展的一项调查
显示，我市糖尿病治疗现状不容
乐观。从调查结果看，近 1/4的糖
尿病患者未用药物治疗，而且超 6
成患者的餐后血糖处于不达标状
态。调查还发现，近一半糖尿病
患者合并有高血压、40%的患者伴
随有血脂异常。但两者的治疗状
况呈现“冰火两重天”：高血压者
服用降压药的比例高达90%，总体
血压达标者超过50%；而服用降脂
药者只占62%，且血脂达标者仅两
成。

另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是，绝
大多数糖尿病患者不重视各种并发
症的定期检测。宁大医学院附属医

院内分泌科主任毛玉山博士表示，
动脉硬化、眼底病变是最常见的糖
尿病并发症，接受调查的患者中，
伴有动脉硬化的高达61%；但是从
调查结果看，进行过眼底检查的患
者不足10%，接受过颈股动脉斑块
检查的患者仅 1/3。毛医生提醒，
糖尿病患者定期监测并发症极为重
要，广大病友不能单凭血糖达标就
高枕无忧。

浙江省医学会科普分会候任主
委、宁大医学院附属医院麦一峰院
长在接受采访时说，糖尿病已经严
重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治疗糖尿
病很重要，而提倡健康生活方式、
防控糖尿病更重要，要让老百姓走
出疾病知识误区，了解更多正确的
健康知识。麦一峰建议，“我们要
把临床专家、保健专家变成科普专
家，通过各方有效合作，以群众喜
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活动，传播健康
知识。”

我市糖尿病人超过30万人

近1/4的患者未用药物治疗

昨天上午，海曙区早教中心总园和京华分园的 800多名孩子及家长一起
参加了一场“Running Baby”亲子趣味运动会。家长和孩子在老师的带领下，
一起玩乐、一起运动，尽享亲情的温馨与运动的乐趣。（刘波 唐泽娟 摄）

跟爸爸妈妈一起嗨

本报讯 （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虞南） 天空阴沉，时而小雨飘
落，这一周，甬城依然在阴雨中
开场，阳光难觅影踪。

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本周
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活跃，且后期
势力有所增强。

根 据 预 报 ， 受 弱 冷 空 气 影
响，今天白天我市多云到阴为
主，局部有小雨，今天傍晚到夜

里有小雨；明天阴有时有小雨；
15 日多云到阴；15 日夜里到 18
日前期有明显降水过程，19 日起
晴到多云。18 日前，我市最高气
温在 17℃至 21℃之间，最低气温
在 10℃至 14℃之间；受强冷空气
影响，17日到18日我市有一次明
显的降温和大风天气过程，19 日
到 20 日最低气温在 4℃至 7℃之
间。

本周甬城多阴雨
后期有强冷空气影响

本报讯（记者张昊）“总在心
田里成长，也在灵魂中生根。花
开迎来满庭芳，都是人间好风
景。慈孝参天树，美德枝常青，
岁岁花不败，代代叶茂盛……”
最近，宁波本土原创的一首《慈孝
曲》入选 20 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主题歌曲，经中国文明网、央广
网等国内主流网络平台推出，受到
了广大网友的喜爱和点赞。

《慈孝曲》 由慈溪市组织创

作，经市文明办推荐、省文明办
选送，最终成功入选全国 20首优
秀作品。该首歌曲由慈溪市音乐
家协会主席霍建幸作词，慈溪市
音乐家协会顾问陆军作曲，并友
情邀请国内知名青年歌手康慷和
韩信录制演唱。作品立足于慈溪
地域文化、历史传统，歌词立意
深远、形象生动；曲调具有浓郁
的民族风格，旋律优美，委婉动
听，尽情赞美了慈孝美德。

宁波原创《慈孝曲》入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曲目

本报讯 （记者徐欣 江北记
者站张落雁 通讯员徐莹琛） 近
日，江北区消保委接到市民投
诉，投诉者李先生称在江北某超
市购物后，按照超市规定可凭借
50 元的购物小票免费停车两小
时，当他开车经过收费亭时，工
作人员没有收取停车费，但直接
收走了购物小票。让李先生担忧
的是小票被收走，消费者的购物
凭证就没有了，如果商品出现质
量问题，如何进行退换货？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
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销售
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
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
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
向付款方开具发票”。现在很多购
物小票含有发票代码和专用章，

既是凭据又是发票，商家应当依
法开给消费者，不应该随意收回。

本着这个原则，江北区消保
委工作人员向超市管理方了解情
况，超市方面表示收费亭工作人
员应当对购物小票进行拍照后把
小票还给消费者，但实际操作过
程可能存在直接收走等不规范行
为，超市方面表示今后会加强此
项管理并向消费者致歉。

为了避免类似事情发生，江
北区消保委工作人员当即对超市
负责人进行了约谈，共同协商制
定整改方案。方案明确，超市管
理方今后将统一印制免费停车
券，消费者可以在购物后到指定
地点用购物小票换免费停车券，
实现券票分离，保障自身合法权
益。

消保委提醒

超市提供免费停车
购物小票不应被收回

近日，象山县国税局工作人
员向记者展示“二次优先服务
卡”。

今年 7 月，象山县国税局丹
城分局办税服务厅创新推出“二
次优先”服务，对因资料不齐全
或其他原因导致未能即时办理完
业务的纳税人，工作人员在一次

性告知原因及事项后，及时发放
“二次优先服务卡”。接下来，纳
税人可凭此卡优先办理业务，减
少重复等待时间，缓解纳税人重
复排队的焦虑情绪，优化办税服
务大厅的运行秩序。目前，该创
新做法在象山县国税系统全面推
广。 （徐能 叶沁 摄）

象山国税推广“二次优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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淬炼铁军抢抓设区红利

白天在镇里工作，晚上赶到
江口街道，协助市第一医院异地
建设工程的征迁工作，这是大堰
镇 3 名挂职干部两个多月来的工
作节奏。和他们一样，全区大多
数干部从区域发展的大局出发，
主动参与招商引资、治危拆违等
中心工作。

全 区 将 28 个 宁 波 市 级 项

目、82 个区级“五大攻坚”行
动项目、31 个重点历史遗留问
题和 500 个镇级项目列入“大脚
板走一线、小分队破难题”抓
落实专项行动清单。重大项目
月月对账，目前已下发问责通
报 31 期，22 家单位和 25 名干部
被问责。在半年度的“奉化区
干部竞速履职红黑榜”中，有
15 位干部登上红榜并得到提拔
或转任重要岗位，31 位上“黑
榜”的则受到约谈、诫勉、调
离或免职处理。

本报讯（记者董小芳 通讯员
路余 胡寅）为严厉打击知识产权
侵权行为，大力发挥司法保护主导
作用，日前，慈溪法院召开“知识产
权司法服务研究实践基地”授牌仪
式暨知识产权案件审判白皮书发布
会，创新在知识产权相对密集的高
新技术企业设立“知识产权司法服
务研究实践基地”，以点带面提升司
法服务保障水平。

“知识产权是联结创新与市场
之间的桥梁和纽带。知识产权保护，
是激发创新创业热情、保护创新创
业成果的有效支撑。当下，慈溪制造
业正处于飞速发展时期，对知识产
权司法保护的需求也日益强烈。”慈
溪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知识产权
司法服务研究实践基地”正是知识
产权司法服务和保障的一个载体，
法院将在此基础上，不断拓展延伸

服务内容，形成多元化、多角度、多
方位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系。

据悉，慈溪已有10家企业设立了
“知识产权司法服务研究实践基地”，
包括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公牛集
团有限公司、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
等多家全国知名企业。今后，慈溪法院
将通过“随案指导”、普及知识产权教
育、建立联动协调机制等多种方式，在
理论研究、风险预警、专业培训等层面

与授牌企业开展深度交流合作。
值得关注的是，被设立“知识产

权司法服务研究实践基地”的企业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法院会不断根
据政策调整、市场变化、企业需求及
考核等情况，对授牌企业进行更新。

慈溪法院还发布了 2016 年度
知识产权案件审判白皮书，通过详
实的数据分析，为科技创新和经济
社会健康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慈溪创新设立知识产权司法服务研究实践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