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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杨绪忠 通讯员
廖鑫） 昨天下午，市住建委发布消
息称，将于近期加大抽查与检查力
度，对存在拒绝住房公积金贷款购
房的企业，要求其立即整改。我市
还将出台规范文件约束房产开发商
的相关行为，维护职工公积金贷款
购房权益。

按照住建部等四部委文件规

定，对于拒绝职工使用住房公积金
贷款购房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要责
令其整改。对违规情节严重、拒不
整改的，要公开曝光，同时纳入企
业征信系统，各地住建部门也可采
取停止网签等措施。

为此，市住建委近日开展专项
检查，召集6家住房公积金贷款业
务 承 办 银 行 召 开 专 题 会 议 。 近

期，市住建委对曝光的企业进行
了约谈。在各区县 （市） 督促落
实和检查的基础上，本周一上午
又 对 16 个 楼 盘 进 行 了 抽 查 。 目
前，全市所有在售楼盘已作出了
不得拒绝购房人使用住房公积金
贷款购房的承诺，并在现场进行
公示。

市住建委要求各地住建部门在

楼盘预售许可证发放时加强把关，
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责令整改，必要
时将通报、曝光以及暂停楼盘网
签。

住建部门欢迎社会监督，已要
求各区县 （市） 住建部门和公积金
分中心公布监督投诉电话，市民有
发现拒绝公积金贷款购房的，可以
电话反映。

开发商不得拒绝公积金贷款
违规情节严重、拒不整改的开发商将被处罚，并纳入企业征信系统

本报讯（记者杨绪忠 通讯员
廖鑫）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日前
下发通知，要求我市各住房公积金
管理分中心和承办银行，采取措施
全力保障缴存职工权益。

通知要求各住房公积金分中心
积极配合住建部门对辖区内在售楼
盘开展的专项检查，重点检查房地
产开发企业拒绝或变相拒绝缴存职
工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房的行
为。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近期将
制订出台失信黑名单管理规定，对

房地产开发企业和房屋销售中介机
构存在限制、阻挠、拒绝职工使用
住房公积金贷款购房情形的，由各
住房公积金分中心责令限期整改；
未按期完成整改的，则纳入“黑名
单”。

进一步优化贷款流程，缩短资
料报送时限。各承办银行对借款人
住房公积金贷款资料齐全且符合法
定条件的，在 3个工作日内完成贷
款资料受理、复核、报送等工作。
各分中心在收到承办银行报送的借
款人住房公积金贷款资料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工作。
各分中心要确保普通住房公积

金贷款发放所需资金，督促各承办
银行加快普通住房公积金贷款发放
速度。各承办银行对符合贷款发放
条件的，普通住房公积金贷款 5个
工作日内完成贷款发放工作。各承
办银行要优先保证公转商贴息贷款
以及住房公积金组合贷款商业部分
放贷所需资金，优化贷款发放流
程，对符合贷款发放条件的，力争
按照普通住房公积金贷款发放时限
要求发放贷款。

《通知》 还要求各分中心强化
对承办银行的考核管理，重点加大
对承办银行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办
理时限的考核力度。各承办银行、
各分中心要根据“最多跑一次”改
革的要求，坚持“便民、利民、惠
民”原则，继续深化简政服务“一
窗跑”、快捷服务“就近跑”、特色
服务“我来跑”、创新服务“智能
跑”、联动服务“数据跑”、高效服
务“电话跑”的“六跑”服务新模
式，切实为职工使用住房公积金贷
款购房提供便利。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下发通知

五大举措维护缴存职工权益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张
基隆 郑瑜） 这几天，鄞州人民医
院肝胆外科的医护人员传阅着一
封手写的长达 15 页的感谢信。这
是一份迟到的新年礼物，是 69 岁
的李老伯坐在自己的病床上，花
费 了 近 20 天 时 间 专 门 写 给 他 们
的。

一个月前，家住鄞州区的李老

伯因患胆道疾病住进了鄞州人民医
院肝胆外科。住院期间，李老伯得
到了医务人员无微不至的照顾，就
想着要写封感谢信表达一下自己的
谢意。

“手术做完的那个晚上，因禁
饮、禁食，我嘴唇干燥，口腔内似
火在燃烧，心情极度烦躁，我的主
管护士王海飞见状，赶紧拿来一根
黄瓜，切成薄薄的黄瓜片贴在我的
嘴唇上，甜美湿润的感觉立马让我
感到身心舒适。”

感谢信中，李老伯对于关心、
帮助他的医生、护士表示深深的感
谢，同时感动于医生护士的敬业精

神。“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
个叫海燕的护士，她刚做完一个小
手术，因为疼痛，走起路来一瘸一
拐的，而那天晚上病人特多，一会
4床呼叫，一会18床呼叫，我就看
到她艰难地在病房里来回忙碌着，
看着她那种尴尬样，我既敬佩又心
疼……”

李老伯告诉记者：“我本来想
在元旦那天当作礼物送给他们的，
可惜我还没写完，因为想说的话实
在太多了，再加上那段时间身体处
于康复状态，不敢让自己太劳累
了。每次等挂完盐水，感觉身体
状况还好的情况下，我才拿起纸

笔写一点，这样断断续续写了近
20天……”

上周末，李老伯终于写完了。
当他把这封长达 15 页的感谢信交
给肝胆外科主任陈明良时，陈明良
感动得热泪盈眶。

陈明良告诉记者，这是他从医
25 年来，收到的最长的一封感谢
信，里面写的画面都是医护人员日
常工作中的片段，没想到在李老伯
的心里却那么高大上，这封感谢信
鼓舞着全科室医护人员继续发扬为
患者服务的精神，用专业的知识与
技术践行医务人员救死扶伤的崇高
信仰。

一封长达15页的手写感谢信

▲“大妈，喝碗姜茶暖暖身子吧。”强冷空气来临，昨天早
上，市公交镇海公司“党员示范车”志愿者忙碌在各个公交站
点，为寒风中候车的乘客送上一杯杯热气腾腾的姜茶，这些黑糖
姜茶是由志愿者亲手熬制的。“这么冷的天，喝杯姜茶真是暖身
又暖心呐！”不少乘客竖起大拇指直夸宁波公交的服务贴心入微。

图为乘客喝到暖暖的姜茶。
（张燕 董美巧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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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薛丛川 周莺） 为降低采购成
本，确保采购产品质量，做好关
键领域风险防控，鄞州区教育局
已将食堂原辅材料、校服、作业
本、课桌椅、学生保险等产品

（服务） 纳入公开招标和统一采
购，而这些企业入围后，如何监
督确保产品服务质量“不滑坡”？
昨天，鄞州区教育局召开产品定
点采购入围供应商会议，并且向
供应商宣读了最新出台的 《鄞州
区教育局定点采购供应商监督考
核办法 （试行）》。

据悉，该办法是全市教育系统
首创的规范定点采购供应商制度。

该 办 法 明 确 了 监 督 考 核 范
围、内容和结果的运用，通过指
标评价、综合评价、违约记录、
整改通知等方式规范监督考核。
考核采用量化打分制，由学期考
核、学年度考核两部分组成。

学期考核内容包括价格、质
量、服务等三个方面，如供应商
是否按照承诺的最低优惠价或按
照规定的价格供货，是否按照承
诺或订单的质量要求供货或提供
服务，是否在承诺或规定时间内

供货或提供服务。每违反一次扣
5 分—10 分，扣完为止。学年度
考核内容，除了包括学期考核内
容外，还包括组织机构、管理水
平、售后服务等。

供应商学年度考核结果，将
作为确定下学年度定点供应商的
重要参考依据。如年度考核获得
80 分（含）以上的，确定为优秀供
应商，可增订货（服务量）；得分在
60分-70分之间的，确定为合格供
应商，要对其减少订货（服务量），
并责令整改；得分在 60 分（含）以
下的，确定为不合格供应商，对其
作取消订货 （服务量） 处理。

若存在“收到 《定点供应商
整改通知书》后拒不整改的”“整
改后经检查仍达不到要求的”“造
成重大事故或社会恶劣影响的”
三种情形之一的，则终止其提供
的服务。

“该办法的出台有利于规范教
育采购资金使用，有利于提升供
应商间的公平竞争力，有利于保
障教育服务品质，有利于预防供
应商违约失信、变相交易和发生
廉洁风险等情形。”鄞州区教育局
有关负责人表示。

确保教育定点采购产品服务质量“不滑坡”

鄞州全市首创
定点采购供应商监督制度

本报讯 （记者徐欣 江北记
者站张落雁 通讯员陈姝） 昨
日，云飞路一期 （洪塘中路—机
场路） 正式通车，该道路全长
1770 米，宽 44 米，设计车速 60
公里/小时，建设标准为城市主干
路。这条路的通车，对家住洪塘
亲亲家园、宁静家园、洪都花园
等附近小区的居民而言，是极大
的福利。他们可直接通过云飞路
到达江北万达广场。姚江北岸启
动区道路的贯通，加上与现有的
机场路、北环西路相连，为洪塘
和庄桥两地的居民出行提供了便
捷。

据介绍，云飞路二期 （洪塘
中路—邵渡路） 正在施工中。该
项目工程全长 3917 米，于 2016

年底开工，全线包括 6 座桥梁，
道路等级为城市主干路。目前实
施路段为 I 标段 （洪塘中路—广
元路），待建成后，市民可通过
该路段直接到达正在建造的奥体
中心。

另外，云飞路三期 （康庄南
路—长岛花园东侧路） 于去年 11
月 30日举行了开工仪式。作为江
北区 2017 年度重点工程项目之
一，云飞路三期 （康庄南路—长
岛花园东侧路） 长度 1188 米，规
划宽度 44 米。这条道路建成后将
与康桥南路、康庄南路等主干道路
形成完整的路网，进一步方便周边
居民出行，优化区域交通网络，为
周边区域的开发建设提供强有力
的配套保障。

云飞路一期通车
有效缓解江北洪塘及庄桥附近交通压力

本报讯 （记者张燕 通讯员
余明霞） 昨日，市公交总公司、
公运公交、东方巴士、城乡公
交、北仑公交等五家公交公司的
305 辆超级电容公交车全部完成
上牌，随着钟公庙站、联丰站等
28 个公交场站充电设施的建设完
成，全市 617 辆中车超级电容公
交车将于2月底前全部“服役”。

据悉，第九医院站、会展路
站、榭嘉路站、洪塘中路站、江滨
公园站、镇明路站、鼓楼站等约 30
个车站将用于市公交总公司 340
辆公交电车的充电；东钱湖游客
服务中心站、东环南路站、诺丁

汉大学站等 28个站将用于公运公
交、东方巴士和城乡公交的 265
辆公交电车的充电。长江路站将
用于北仑12辆公交电车的充电。

随着 617 辆中车电动汽车的
上路，我市新能源公交车持续增
加。加上此前已有的比亚迪电动
汽 车 ， 至 2 月 底 ， 市 六 区 将 有
1555 辆纯电动公交车行驶在路
上，占总量的 28.7%，涉及线路
50 余条。加上之前已有的油电混
合、油气混合、LNG （液化天然
气） 等，市六区已有逾 7 成公交
车使用上了各种清洁能源或新能
源。

617辆超级电容公交车
将于2月底前全部“服役”

连日来，四明山区持续降温，
夜间最低气温在-3℃到-5℃，风
力 4至 6级，海拔 600多米的四明
山区部分电力线路、铁塔出现覆
冰现象。为了保障山区百姓用电
无忧，前天早上，天刚蒙蒙亮，

国网浙江余姚市供电有限公司梁
弄供电所抽调 15名党员服务队巡
视队员分 5 组进山巡视，查看电
力线路设备运行情况，消除事故
隐患。

（翟宝峰 黄程 摄）

四明山巡线保供电
◀昨天，鄞州东胜街道史家社区的志愿者向坚守岗位的环卫

工人送上一杯热气腾腾的姜茶，驱除了寒冷，也温暖了他们的心
房。

（丁安 娄鑫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