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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带您跑现场

NINGBO DAILY

因为受到天气、病毒的影响，
近期宁波进入了儿科疾病的高发
期，市各医院的儿科出现了“日日
爆棚”的状况。患儿最集中的当属
宁波市妇儿医院，最近几天的门急
诊量在 3000 人次左右，挂完号后
等待数个小时成了常态。

近日，网友王女士在中国宁波
网民生 e 点通问效平台发帖呼吁，
希望医院能更好地设计就诊流程。

“最近妇儿医院儿科急诊爆棚，随
便什么时候去候诊人数都在 250人
左右，大约需要等待 3 到 4 个小
时。想回家等待，但又担心过号作
废。于是，所有人挤在候诊大厅里
不敢离开，既干耗时间，又造成了
拥挤。能否优化就诊流程？”

儿科爆棚
取号后至少等待2个多小时

“今天凌晨 1 点多挂的号，到
早上 6 点才看上，等了 4 个多小
时。”1 月 4 日上午 10 点，在市妇
儿医院急诊科的输液室里，市民张
阿姨告诉记者，昨晚她的孙女发烧
感冒，她连夜将孩子带到了市妇儿
医院，但前面已经排了 200 来号
人。“来都来了，不敢走，万一过
号了咋办？我就只好抱着孩子在候
诊室里等着。”张阿姨说。

这段时间，市妇儿医院儿科门急
诊大厅真可以用“爆棚”来形容。1月4
日上午，记者在候诊大厅中看到，抱
着孩子站着候诊的家长随处可见。医
院的输液室也早已爆满，有些家长抱
着孩子坐在了过道里的椅子上。输液
架不够用，家长们就举着晾衣架、雨
伞救急，有的家长更是“急中生智”，
用胶带直接将输液袋见缝插针地粘
在高处横档上。“挂完号后至少得等2
个多小时，其他困难我们能克服，就
希望能快些看上病。”采访中，不少家
长这样告诉记者。

记者从市妇儿医院了解到，最
近 几 天 ， 儿 科 门 急 诊 量 基 本 在
3000 人次左右。即使是医院加强
了儿科门急诊配备，挂号后等待数

个小时的情况也经常出现。

过号就作废
网友建议开发“手机看号”功能

“最近生病的孩子多，排个几
小时的队也是很正常的，我们能理
解医生的辛苦。只是，过 10 个号
就作废的流程真的不太合理，我们
的 挂 号 系 统 应 该 设 计 得 更 人 性
化。”网友王女士认为，如果过
号，医院可以将患者的就诊次序推
后，但不该取消。

网友的问题经民生 e点通问效
平台受理后，1 月 5 日，市妇儿医
院做了回复。院方表示，因为每位
患者病情不同，就诊时间无法正确
估计。如果非急诊患者因回家错过
原来的急诊序号，要求按原就诊序
号就诊，会造成就诊秩序混乱，出
现新的矛盾。

网友王女士的帖子戳中了不少
家长的痛点，大家纷纷提出自己的
看法。

网友“默小歪的小瓶子”提
出，医疗系统能否像餐饮排号系统

学习，开发“手机看号”的功能。
“不少餐馆的排号系统就很人性
化，取过号后不用一直在门口等
着，可以通过手机来看排号的进
程。这样，病人就可以合理安排时
间，放心地去其他地方休息，等快
到号的时候再回到门诊大厅，既不
会造成拥挤也不容易过号。”

网友“2X 的平方”提出，卫
生部门应该向交警部门学习进行

“拥堵路段预警”，在儿童生病患病
高峰的日子里，通过官方微博通报
各个医院儿科的接诊情况，以适当
分流患者。

分流就医
这份儿科门急诊名单请收下

记者从市妇儿医院了解到，为
了保证真正需要急诊的患者得到
及时有效的治疗，医院已经实行
了分级诊疗，即挂号前对患者的
病症进行评估，优先救治病症较
重的Ⅲ类患者。但是从目前的情
况来看，来院就诊的大部分患儿
是Ⅳ类急诊患儿，属于轻症患者，

即有急诊情况但病情稳定，没有严
重并发症。医院建议非急诊患者到
门诊预约挂号，按预约时间段准时
来院候诊。

除此之外，记者还在采访中了
解到，除了宁波市区的孩子，市妇
儿医院的患儿中还有不少来自北
仑、镇海、奉化等区县 （市），其
中很大一部分得的是普通的感冒发
烧。其实，宁波市六区还有不少提
供儿科门急诊的县级以上公立医
院，大家可以就近选择，无须扎堆
就医。

（傅钟中 钟海雄）
以下是宁波市六区提供儿科门

急诊的县级以上公立医院名单：
（持续至1月31日）

近期儿科爆棚 就诊大厅拥挤如菜场

挂号能否学学餐饮排号系统

市六区提供儿科门急诊的
县级以上公立医院名单

医院名称
宁波市妇儿医院南部院区
宁波市妇儿医院北部院区
宁大附院
宁波市第一医院
宁波市第二医院
李惠利东部医院
鄞州人民医院
宁波市第六医院
鄞州区第二医院
宁波明州医院
鄞州区第三医院
海曙区第二医院
海曙区第三医院
江北区儿童医院
北仑区人民医院
北仑区第二人民医院
北仑区中医院
北仑区小港医院
镇海区人民医院
镇海龙赛医院
镇海区炼化医院
镇海区中医医院
奉化区人民医院
奉化区妇幼保健院
奉化区溪口医院
奉化区中医医院

服务时间
24小时
24小时
24小时
至21：00
至21：00
至21：00
至00：45
至22：00
至21：00
至21：00
至23：00
至22：00
至20：00
至20：00
24小时
24小时
24小时
24小时
24小时
24小时
24小时
至22：00
24小时
24小时
24小时
至20：30

来福士广场自从开业以来就
成了广大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
处。但是自去年 11 月中旬以来，
广场东北角的大闸南路非机动车
道上，一窨井污水外溢严重，不
但导致路面积水行车困难，污水
的臭味也让过往行人难以忍受。

在中国宁波网民生 e 点通问
政平台上，记者搜索发现，从去
年 11月 28日起，共有 5位网友投
诉过这一问题。其中，宁波市文
明创建市民巡访员“老司机”最
早发现了这一问题，据他描述，
这个问题从开始出现到他发帖起
码有两周时间了。也就是说，从
11 月中旬起，这一路段就是这么
一幅污水横流的不堪景象。

2017 年 12 月 25 日，另一位
市民巡访员“公益人慧子”也发
帖反映此事。两天后，宁波市轨
道交通建设指挥部跟帖回复表
示，来福士广场门口窨井冒出污
水主要是因为下游污水管被堵，

需要开挖污水管道进行疏通，当
年 12月初，维修单位已完成道路
挖掘及占路施工申请。目前，下
游管道正在疏通中。

1月2日，记者来到江北区来
福士广场北侧的大闸南路，看到
路边有一个公共自行车租赁点，
就在这个租赁点边上的非机动车
道上，一个窨井盖边不断有污水
喷出，积水横淌了十几米长的路
面，导致非机动车通行不畅。同
时，现场还能闻到恶臭味。部分
路面由于积水时间过长，已积了
一层水垢，踩上去有些滑。

1 月 3 日，记者联系了宁波轨
道交通建设指挥部，相关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附近管道正在疏通，但
施工部门负责人出差在外，所以暂
时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完工。

1 月６日，记者再次前往现
场，发现被淹路面不减反增，臭味
依然。截至发稿时，记者未收到关
于此事的最新进展。 （廖业强）

来福士旁污水外溢马路成河
两月未解决

中山西路长乐段
为何迟迟未能贯通

尾号“9069”的网友：中
山西路长乐段迟迟未能贯通，不
知道具体原因是什么？

市住建委：中山西路(机场
路至长兴路)改建工程于 2017 年
8月贯通北半幅道路，并于 2017
年 9月开通单幅双向通车。因高
桥污水泵站 （非本工程施工范
围） 尚未实施完成，导致位于南
半幅道路内的沉井无法封顶，影
响道路结构施工，具体贯通时间
需要根据高桥污水泵站完成情况
来确定。

申请使用车辆原号牌
需满足什么条件

网友“小小傻”：我的车牌
在目前的车上用了 1年，但是在
之前的 3 辆车上一共使用了 8 年
了。若换车的话，这种情况能沿
用车辆原号牌吗？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使用
原机动车号牌的时间期限是指该
号牌在目前 （或最近） 的机动车
上使用的时间，不是前几辆车累
计计算的。按照 2017 年 6 月 20
日开始执行的新规定，只要使用
满一年时间 （不是三年，这是老
规定），机动车过户或报废后一
年内，原车辆所有人购买新车或
二手车都可以申请使用原号牌，
按照网友所述的情况应该符合使
用原号牌的条件。

鄞州园丁小区物业
收装修保证金合规吗

网友“dn36546547”： 今
年7月23日在办理房屋装修备案
时，园丁小区物业——宁波龙腾
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收取了 1500
元装修保证金，请问这是否违
规？

鄞州区发改局：《宁波市物
业服务收费管理实施细则》（甬
价费 〔2012〕 24 号） 第十九条

“物业服务企业不得向业主 （物
业使用人） 和装修单位 （装修
人） 收取楼道维护费、装修保证
金、进出人员出入证工本费 （遗
失补证除外） 等。”今年 10 月
份，新出台的《宁波市物业服务
收费管理实施办法》（甬价费

〔2017〕 56 号） 第二十一条，未
提到装修保证金。建议业主向物
业要求退回装修保证金。

申请成立小区业委会
多久可批复

网友“孤剑残枫”：鄞州区
小区业委会申请审批属于哪个部
门管？提交小区业委会申请后，
多长时间内可给予批复？

鄞州区住建局：根据宁波市
物业管理相关规定，已交付的专
有部分面积超过建筑总面积50%
或首套房屋出售并交付使用已满
两年，且房屋出售并交付使用的
建筑面积达到物业总建筑面积
30%以上，达到首次业主大会筹
备要求的小区，需 10 名以上业
主联名向属地街道办事处 （乡镇
人民政府） 提出书面请求，具体
成立工作由属地街道办事处或社
区居委会负责开展。符合成立业
主大会条件的，区、县房地产行
政主管部门或者街道办事处、乡
镇人民政府应当在收到业主提出
筹备业主大会书面申请后 60 日
内，负责组织、指导成立首次业
主大会会议筹备组。

电动车防盗牌可过户
登记之日起30天内免费

网友“guangzai12”：听说
电动车装了防盗牌，不用了可以

移到另外一辆新的电动车上，请问
移过去是不是还要交钱？

市公安局：本次防盗备案登记
的电动车可以做车辆更新也可以过
户。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免收相
关手续费及工本费。2018 年 1 月 1
日 起 ， 自 登 记 之 日 起 30 天 内 免
费；超过30天的，需缴纳30元。

5号线钱湖南路站
什么时候开工

手 机 尾 号 为 “3626” 的 网
友：地铁 5号线钱湖南路站什么时
候开工？

轨道交通指挥部：根据 5号线
一期工程车站总体工筹安排，结合
鄞县大道提升工程改建工程的共建
因素，钱湖南路站预计2018年3月
具备开工条件。

买卖房源信息
何时起须公布核验码

网友“weinixiong”：本 地 各
大中介网站上的房源信息何时起须
公布核验码？

市住建委：自 2018年 1月 1日
起，各经纪机构对接受委托买卖的
房源需及时通过宁波市房产市场监
管服务平台进行房源核验，自行成
交的买卖房源也需要通过房源核
验；所有通过门店广告、纸质媒
体、互联网网站等渠道发布的买卖
房源信息必须明确标识房源二维码
或房源核验码，便于买受人查验房
源的真实性。市民可通过手机微信
扫一扫房源二维码获取房源信息，
也可登录宁波市房产交易信息服务
网 （www.cnnbfdc.com） 使用房源
核验码进行房源信息的查验。

遇这两种情形
机动车未礼让行人会扣分吗

网友“第九空间”：下面两种
情况，机动车在人行横道线正常行
驶通过会不会扣分？1、非行人过
人行横道 （比如电动自行车、自行
车）；2、行人闯红灯。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1、如
果非机动车驾驶人横过路段上的人
行横道时是下车推行的，机动车应
当按照遇行人时的交通规则停车让
行，如未按规定让行的，可以依法
处罚记分。对于骑行通过人行横道
的非机动车，为确保驾驶人安全和
行车安全，建议驾驶员也应当减速
避让，避免发生交通事故。2、对
于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路口，
行人和驾驶人应先按信号灯的指示
通行，但如果属于行人闯红灯，机
动车可以行驶的情形，为确保双方
安全，驾驶员也应当减速避让，避
免发生交通事故。对驾驶人不以

“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时未停
车让行的”违法行为处罚记分。

二手房买卖房源核验
如何保证房东信息安全

手 机 尾 号 为 “1262” 的 网
友：宁波所有出售房源须标识房源
核验二维码，扫一扫便知真假。
请问如何保证房东的信息安全？一
套房只能在一家中介处卖吗？

市住建委：经中介交易买卖的
房源，未经产权人书面委托中介，
不得擅自进行房源核验并挂牌上
市。委托分为独家委托和非独家委
托两种，故您可以委托一家或者多
家中介进行房产交易。房源核验可
以最大程度保障房源的真实性，扫
描房源核验二维码出现的只是房源
的一些基本信息，如房屋用途、所
属行政区域、房屋面积、房屋状态
等，不会涉及产权人的私人信息，
您可以浏览住建委唯一指定官方网
站——宁波市房产交易信息服务网

（www.cnnbfdc.com） 查 看 展 示 信
息。

（高洁 海文）

1月4日上午，宁波市妇儿医院输液登记窗口前排着长队。
（傅钟中 摄）

宁波网络民生服务平台——中国宁波网民生e点通开通四年来，汇集
了11万余条网友诉求和几乎同等数量的部门回复。

这些诉求也许很“鸡毛蒜皮”，这些回复也许很细碎平凡，但这
不起眼的一点一滴，体现着市民朋友对这座城市的牵挂与热爱，展

示着职能部门小事亦民生的态度与情怀，累积着宁波文明的进步与
美好。

民生无小事，这些“小事”是构成宁波“大事”的“细胞”。小“细
胞”健康了，相信我们的大“肌体”一定会充满生机与活力。

甬台温高速云龙出口匝道坑洞
出现一个多月却无人维修。1 月 3
日下午，宁波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下属公路运营管理单位的工作人
员冒雨填平了这个坑洞。

2017 年 11 月 21 日，网友“青
山长河”发帖反映了这条道路上有
坑洞的问题，希望相关单位能尽快
填平。2017 年 12 月 20 日，记者前
往现场查看，并多方询问，发现坑
洞及其附近路段既不属于鄞州区城
管局市政管理处的养护范围，也不
归匝道承建方宁波交通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管理。

采访中，宁波市交通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会
与宁波市公路管理局、鄞州区城管
局协商解决问题的办法。

1 月 3 日，中国宁波网民生 e
点通刊发《一个“无主坑”牵出高
速匝道养护之“窘”》一文，报道
了坑洞及其附近路段无人认领的窘
境。

当日下午，宁波市交通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下属公路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已同鄞
州区城管局市政管理处的相关负责
人去现场查看，商定由市交投公司
负责修补坑洞。

之后，记者了解到，施工人员
已在天黑前用冷材料将坑洞填平。
不过，这种材料是下雨天应急使用
的，在连续的阴雨天里撑不了多
久。为了让填补进去的冷材料多撑
几天，施工人员特意将原来近似椭
圆的坑洞切割成长方形再施工。天
气转晴后，他们会用热沥青重新填
补坑洞，铺平路面。

1 月 4 日，记者在现场看到，
云龙高速出口外匝道的坑洞已填
平。虽然是下雨天，但暂未看到坑
洞材料脱落的迹象。

同时，市交投公司下属公路运
营管理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还表
示，他们以后会把鄞州市政养护范
围以外的约 75 米长的原“无主匝
道”管起来。

（廖业强）

云龙高速出口匝道
“无主”坑洞修复啦

云龙高速匝道上的坑洞已被填平。 （廖业强 摄）

路面积水导致行车不畅。 （廖业强 摄）

近日，宁波市公安局下属分
局派驻税务联络机制办公室在市
国税第二稽查局正式挂牌。此举
是公安分局、市国税局第二稽查
局贯彻落实中央 《深化国税、地
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 的重要举
措，标志着宁波“公安+税务”
深度合作模式进入规范化、实体
化的运作阶段，区域税警协作防
范和打击涉税违法犯罪进入新阶
段。

面对当前涉税违法区域化、
组织化、职业化的趋势，宁波不
断创新税警协作方式，拓展协作

深度和广度。公安和税务充分发
挥各自优势，统筹协调，在打击
涉税违法犯罪中做到共同分析、
共同研判、共同部署、共同查办。

据悉，公安派驻税务联络机
制办公室将全面负责公安与税务
两部门的联络沟通、组织协调、
分析研究、情报研制等，并通过
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的深度
协作机制，为税警双方在信息共
享、联合办案、调查取证等方面
提供有效保障，提升打击防范涉
税违法犯罪的执法效能，让犯罪
分子无所遁形。 （夏芳）

宁波建立税警规范化协作机制
公安派驻税务联络机制办公室挂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