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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周琼 通讯员任
社）“可以减征一个月社保费用，
而 且 根 本 不 用 我 们 企 业 进 行 操
作，很方便。”近期的一次申报
中，江北区庄桥街道南瑞电器公
司负责人陈先生发现费用比往常
明显减少。据悉，这是新上规模

小微企业临时性下浮社会保险费
缴费比例政策给企业带来的切实
福利。

来自人社部门的最新统计显
示，今年我市共有 2060 家“小升
规”企业享受社会保险费减免政
策所带来的优惠，社会保险费减

负合计 7223 万元，其中基本养老
保险费 4465 万元，基本医疗保险
费 2758万元，涉及职工 9.4万人。

记者了解到，享受此项政策
的对象主要是已依法在我市参加
基本社会保险、按规定履行缴费
义务并经市经信委、市统计局确
认公布的 2015 至 2017 年度上规模
的小微企业。社保部门有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为了鼓励小微企业
的快速发展，符合“小升规”条
件的企业，在首次上规模后 3 年
内，单位缴费比例实行临时性下
浮，每年下浮幅度相当于企业单位
缴纳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 1个

月的额度。
据悉，今年临时性下浮将集中

安排在 6 月统一操作，符 合 条 件
的“小升规”企业无须办理任何
手续，由社保经办机构联系地税
征收部门，直接进行减征操作。
减征的额度为 6 月份企业应缴纳
养 老 保 险 费 和 医 疗 保 险 费 的 总
和。

需注意的是，此次社保费减征
的是企业缴纳部分，职工个人缴费
部分不予减征。当月社会保险费的
申报、核定、征缴程序不变，企业
单位仍按现行办法操作，参保职工
的社会保险待遇亦不受影响。

2000余企业享社保减征福利
9万余参保职工社保待遇不变

本报记者 厉晓杭
北仑记者站 支鸣飞
通讯员 余姣姣

最近，北仑中心公园健身绿道
的火爆程度，犹如气温一样，节节攀
升。“晚上人实在太多了，跑不开，很
多年轻人只好选择清晨来跑步，错
峰锻炼。”北仑区城管局副局长袁立
群间接道出绿道的人气。

投资仅 1200万元的一条绿道，
美感十足、美誉远播，群众“零差
评”。究其原因，应该是在城市发展
中“民生小事”得到政府重视，群众
有了更多的获得感。

城市品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
未来发展的竞争力。经过三十多年

的发展，北仑已初步完成从工业主
导功能区向综合城区的转型。但如
何高水平提升城市生活品质，推进
城市“有机更新”，是摆在当地政府
面前的一个大课题。

有着“冠军城”之称的北仑，市
民健身需求强烈，但中心城区适合
市民健步走和慢跑的活动场所十分
缺乏，唯一的北仑女排训练基地田
径场早已人山人海。去年初，北仑区
政府落实关于建设中心城区健身步
道的建议，健身绿道建设被提上日
程。

一个规划方案，政府多方征求
意见。“一期我们做了 A 环和 B 环，
但最早的设计方案只有B环。去年4
月，多数跑步爱好者提议，中心公园

周边车辆较少，环境优雅，平时来这
附近锻炼的人也很多，是建设健身
绿道的理想选择。这就是现在绿道
的 A 环，投用后备受青睐。”该区城
管局局长王英平介绍，一期工程中，
A 环主要围绕中心公园四周，全长
1.55 公里；B 环在中河路—泰山路
—太河路—黄山路围合沿线设置健
身绿道，全长3.2公里。

民生工程得到群众大力支持。
在 B 环施工过程中，绿道要经过康
桥小镇和福港酒店地块，而这两处
地块使用权归商家所有。“协调过程
很顺利，两个商家很支持，积极配
合。”该区城管局园林处处长吴鹏敏
说。

不少人性化的设计，也在不断

征求民意中付诸实施。如绿道边添
置智能设备，可为居民检测心率、消
耗量等；打造驿站，提供休憩之地；
增加音响，边运动边享受音乐……

家住黄山豪庭的市民赵贤成此
前经常去女排训练二期基地田径场
快走锻炼。他说：“绿道的塑胶跑道
平整又有弹性，环境更清雅，安保设
施也不错，现在我走出家门就能健
身了。”

袁立群介绍，一期工程已经投
用，北仑还将开展向老城区延伸二
期工程，以及向东面和南面延伸的
三期工程。

一条绿道，串起了北仑城区。这
也为港城的夏天增添了一道自然和
人文交织的浪漫景致。

一条健身绿道折射民生“温度”

如果你身边的工地日日施工
到天明、产生巨大的噪声，抑或是
污水横流泥泞不堪，甚至随意占
用公共道路施工，你是不是会感

觉烦透了？
在中国宁波网民生 e点通问政

平台上，此类问题最近为数不少。其
中，有几处点击量已逾万人次。这些
问题，相关部门已作出了回应。但实
际整治效果如何，还有待各位网友
共同监督。

噪声粉尘污水让人崩溃

城区多处工地被投诉

本报讯（记者徐欣 江北记
者站张落雁 通讯员林嗣健） 挂
号、结算、拿药排队长一直是医
院门诊管理中群众反映最为突出
的痛点难点。记者近日从宁波市
第九医院获悉，该院从挂号排队
这类“小”事开始，率先引入

“海绵式管理”，不断提高群众就
诊体验感获得感。

上午8时至10时，是医院门
诊患者最多的时候。昨日上午 9
时，在宁波市第九医院门诊大
厅，收费窗口前却只有几名患
者，以往排“长龙”的景象不复
存在。这是什么原因呢？

“像海绵吸水一样，及时满
足患者挂号结算需求，努力实现
窗口排队不超过 5 人。”市九院
财务科科长徐芬介绍，所谓海绵
式管理，可以归纳为挂号时间提

前、窗口机动增设、及时引导分流
三点，在改善患者就医体验的同
时，提升医院运行效率。该院从 6
月 19 日开始，每天早上 6 时 45 分
就开始提供挂号服务，缓解开诊前
集中挂号的压力。在开诊后，安排
专人作为窗口机动人员，实时关注
患者排队情况，发现就诊排队超过
5人的，机动人员迅速上岗增开人
工窗口以满足挂号需求。同时，医
院的志愿者队伍及时引导部分排队
患者进行自助挂号，帮助分流排队
人群。

挂完号，看完病，付钱结算的
时候也不需要排队。徐芬说，除了
在窗口进行结算外，如果医保卡内
余额足够支付，就可直接在医生诊
室内完成诊间结算。结算完成后，
拿着打印出的票据或者医保卡，就
可以去药房拿药了。

窗口动态排队不超过5人

市九院引入“海绵式管理”
破解看病难

本报讯（记者董娜 通讯员
邵如）市民再迎“互联网+税务”
便利化。据悉，国网宁波供电公司
自6月30日起在全市推行电费增
值税电子发票业务，宁波市自来
水有限公司自7月1日起在海曙、
江北、鄞州、镇海、北仑五区推行
水费增值税电子发票业务。市民
可通过官网、手机 App 以及邮件
推送等方式下载、查询并打印水
电费电子发票，省时又省力。

市税务部门负责人表示，水

电费电子发票业务全面启动后，市
民只要手指轻轻一点，足不出户就
能开具水电费电子发票，告别了以
往到大厅排队申请发票的长时间等
待，同时也可以避免遇到假发票或
发票丢失造成的麻烦。

对供水、供电企业来说，不必依
靠手工录入发票信息，也无须大量
自印纸质发票，人工成本将显著下
降，有利于大幅提高工作效率，预计
每月可为相关企业节省约 42 万份
纸质水电费发票的投递成本。

水电费“电子发票时代”开启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邬静波）未毕业先立业？一家拥有 4
家网店、日销 3000单的互联网创业
公司，谁能想到它的创始人竟然是
一名在校学生。她就是宁波城市职
业技术学院商学院 18 届毕业生王
雨薇。

王雨薇创办的宁波市韩麓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是一家以互联网技
术为核心的电子商务运营商，月营
业额达 50万元。王雨薇还把往日的
同学发展成了公司员工，把模拟公
司变成了现实中的企业。

2016 年刚入大学的她只是一
家京东店的美工，很快接手 3家京
东店的助理。她清醒地意识到店铺
合伙模式的不公平与局限性，果断
结束了合作后，火速成立了自己的
工作室，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创业伙
伴开设店铺。尽管期间曾遇到过资

金不足等问题，但王雨薇最后还是
克服了困难，完成了从学生到老板
的蜕变……

王雨薇还得到了同班同学的认
可，甚至有同学跟着她一同创业。
在她们眼中，王雨薇是个独立、有
主见的人，思维敏捷，身边的见闻
随时都能点燃新的创业灵感。

“一入学就感受到了学院浓烈
的创业氛围。一场校外优秀企业家
的创业分享会不经意间点燃了我的
创业灵感，模拟公司更让我感受到
了‘企业’文化和团队协作的力

量。‘U 创空间’是学校为学生创
业提供的孵化平台，我在这里得到
了实用而清晰的全程创业指导。”
这是王雨薇在近日该校毕业典礼上
的感悟。

其实，她只是该校众多创业型
学生中的一位。近年来，该校给予
学生选择专业、课程模块以及学习
进程的自主权，为学生量身定制技
师型、创业型、复合型、升本型、
国际化型等不同培养路径，让学生
选择性成才。今年，该校有65%的
学生在分类培养中获益。

未毕业先立业，同学变同事
城职院一学生创办互联网企业日销3000单

近日，我市公共自行车“红色驿站”在鄞州商会网点正式开放，今后市民家中若有损坏自行
车，可到网点免费修理。

一年前，全市首个党员自行车免费维修网点“红色驿站”在联谊宾馆网点旁亮相，三位师傅
在维护好公共自行车的同时，轮流为市民提供日常的免费修车。一年来，该驿站累计帮助市民检
修342辆自行车，发放一次性雨衣100余件，宣传册及网点地图500余份。

图为公共自行车工作人员在义务维修。 （张燕 蒋彦楠 摄）

红色驿站
义务修车

民生热线：81850000

网友“看不惯 1”：我是镇海
清泉花园居民，最近，江北众冠商
业广场地块工地每天从早晨 5时
不到开始施工，有时候连续施工
到晚上 11 时，发出巨大噪声，严
重影响我们休息！

江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今
年以来，我局责任中队已多次约
谈该工地负责人，要求其规范施
工；年初至今已对该工地立案查
处 2 次。由于工地部分作业有特
殊工艺要求，近期的施工已向环
保部门申领了《夜间施工许可

证》。下一步，我局责任中队将继续
加强夜间巡查管理力度，近期还将
组织与属地街道、施工单位、业主单
位等进行多方座谈，共同解决夜间
施工扰民问题。

如果大家发现身边有不文明施
工现象，请继续通过以下方式反映：

1、登录中国宁波网民生 e点通
问政平台

2、关 注 宁 波 e 点 通 微 信（搜
nb81850后直接留言

3、拨打民生热线81850000。
（高洁）

众冠商业广场工地

网友“江北生宝路居民”：我
们是生宝路沿线居民，这几个月
生宝路一直在施工。白天尘土纷
飞，大半夜还热火朝天。

江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生
宝路正在实施二期整治工程，我局

责任中队已与建设单位进行沟通。近
期的施工主要是为解决大庆南路和
生宝路沿线的积水问题，需铺设雨水
管横穿人民路。目前该部分工作已完
成，建设单位表示今后不会再出现夜
间施工扰民现象，请市民谅解。

生宝路工地

网友“宁波神”：鄞州区邱
隘镇东环南路 519号这条路灰尘
太严重了，对面鸣柳苑（推广名：
杨柳郡）在建地铁房大型工程车
开过去扬起的灰尘就像雾一样。
能否进行人工降雨，要不然对周
边影响太大了，住在轨道公司员
工宿舍楼里等于每天吃灰尘。

鄞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目
前轨道绿城宁波杨柳郡鸣柳苑

（A 地块） 场地正在进行基础施

工，施工过程中会产生一些尘土，
在此过程中施工单位已积极采取防
尘降尘措施，具体包括使用洗车池
清洗车辆，安排专用洒水车冲洗施
工道路，道路边上安装喷淋设施进
行降尘控制。接下来相关单位将进
一步增加喷淋设施，提高冲洗与喷
洒频次，后期地下室施工完成后，
场地内施工道路作硬化处理，严格
控制扬尘，降低对周边住户的影
响。

鸣柳苑（推广名：杨柳郡）工地

手机尾号为“5003”的网友：
鄞州区东郊街道仇毕安置房工程
项目晚上 10 时仍在施工，噪声
大，影响附近小区居民休息。

鄞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经
查，被诉的仇毕安置房工地，是江
东区城中村改造办公室拆迁安置
房项目，建设单位为宁波育才建
设有限公司，施工单位有四家，分
别为新中源建设公司、宁波建设
有限公司、宁波建工有限公司、浙
江欣捷建设有限公司，目前该主
体结构已完工。我局执法人员已

经约谈了该工地的项目负责人了解
情况。其表示近期夜间未安排施工，
主要是在进行散装水泥卸货，由于
大型运输车白天受交通管制影响，
故选择在夜间时段将散装水泥运输
进场，加之供货路线有段距离，无法
准确把控到货时间，一般情况下卸
货持续时间较短（半小时左右）。中
队执法人员已对施工方进行了相关
法规教育，并要求卸货时间尽可能
控制在晚上 10时之前，减少对周边
小区的噪声影响。下一步，中队会加
强对该工地的监管力度。

仇毕安置房工程项目工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