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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吴向正） 市十五
届人大三次会议首次由人大代表票
决产生的十大民生实事项目，目前
进展如何？昨日起，市人大常委会
对这些项目正式启动系列跟踪督查
活动。

昨日上午，在市人大常委会分
管副主任的带领下，由市人大常委

会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成员和部
分市人大代表组成的督查组，对我
市棚户区改造民生实事项目进行跟
踪督查。督查组一行实地视察了江
北区孔浦街道危旧房改造项目现
场，随后召开座谈会，听取了市住
建委、国土局和江北区相关工作情
况汇报，并就深化棚户区改造工作

进行深入交流。2018 年我市计划
完成棚户区改造 150万平方米，其
中危旧房改造 70 万平方米 （列入
民生实事工程），城中村改造 80万
平方米。截至 6 月底，全市已完成
危旧房改造44.76万平方米（完成民
生实事工程目标任务 63.9%）、城中
村改造52.61万平方米、棚改新开工
安置房及货币化安置 6906 套 （完
成民生实事工程目标任务69%）。

督查组对进一步推动棚户区改
造工作提出了督查意见。督查组指
出，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人大民
生实事监督工作，政府及其职能部
门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把年初人代

会确定的工作任务保质保量地完
成，兑现对全市人民的庄严承诺。
要扎实推进棚户区改造工程实施，
从“六争攻坚”的高度，从受民所
托、为民办事的高度，谋划好、落
实好棚户区改造的落地项目、推进
流程、督导办法。要积极主动适应
新形势新变化，对于一些由于历史
遗留问题造成的“清零”难题，要
加强政策研究和各方协调，切实找
到解决的办法，努力把实事办好、
实事办实。

近期，市人大常委会还将组织
督查组，对今年政府民生实事项目
逐个进行跟踪督查。

首次票决的民生实事项目进展如何
市人大常委会正式启动跟踪督查

本报讯（记者王珏 通讯员
钟水军） 考上一所理想大学，不
光家人高兴，全村人也跟着高
兴。昨天晚上，奉化滕头村第
30 届育才奖励基金表彰大会隆
重举行，多名师生及家长受到表
彰。截至目前，基金会已发放奖
金90多万元，惠及100多人。

“村里发放奖学金，是对家
长 的 支 持 ， 也 是 对 孩 子 的 肯
定。”傅德明的女儿今年考上了
厦门大学的硕士研究生，他开心
地说：“如今在我们村，谁家的
孩子学习成绩好，是村民津津乐

道的话题。”
滕头村育才奖励基金会成立于

1989 年 ， 定 于 每 年 7 月 10 日 对
“勤奋好学的好学生”“教子有方的
好家长”“教书育人的好老师”进
行表彰。1997 年起，村两委班子
决定设立特别奖，考上博士研究生
奖励 5 万元，硕士研究生奖励 2 万
元。同时，第一、二、三批次录取
的大学生，分别奖励 1万元、5000
元、2000元不等。

滕头村人口约 880 人，30 年
来，村里考入全日制大学的学生有
108 名，博士研究生 2 名、硕士研
究生 16 名。“农村人才重培养，

‘乡村振兴’有希望。”村党委书记
傅平均说，这些优秀学生将是村庄
再创辉煌、打响“滕头名片”的一
支生力军。

奉化滕头连续30年
表彰本村优秀学生

本报讯（记者王岚 通讯员
王闰） 综合环境提升，除了职能
部门监督管理到位，更需要每
一个市民的支持配合。鄞州区
近日启动“市容环境执法月”
行动，既抓典型案例加大普法力
度，又多方推进多项城市“顽
疾”治理。

本次行动重点围绕垃圾乱倾
倒、车辆违停、市政道路占用、
污水横流等问题展开。行动中，
基层执法中队将以巡逻检查为基
础，对于巡查过程中发现的环境
问题，详细登记具体情况、点
位、整改意见、采取措施等信
息，每日梳理汇总，为后续立案
或移交提供客观真实的依据。同
时，以执法办案为抓手，做到

“能立案的立马立案，能从严查处
的坚决从严查处”。

活动刚启动，鄞州区综合行政
执法局即开出全市首张生活垃圾分
类罚单：负责福明街道新天地小区
生活垃圾收运的物业公司，被查实
将居民丢弃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
混收混运，被处以罚款 5000 元。
这是《浙江省城镇生活垃圾分类管
理办法》 2018 年 4 月 1 日施行以
来，宁波市首例关于生活垃圾分类
的行政处罚案件。

7 月 9 日，鄞州区综合行政执
法局又针对物业服务企业随意处置
共享单车行为开出了全市第一张罚
单。据悉，该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因
在居民小区外随意处置共享单车、
侵占城市道路，被处以行政处罚。

两物业公司
因垃圾混收单车乱放被罚
鄞州区“市容环境执法月”动真格

本报讯（记者孙佳丽 通讯
员许华鑫）“我要投诉这家店，
店员说他们卖的蜂胶有治疗糖尿
病的功效，我花了 1万多元买了
两套蜂胶，但吃了以后根本没有
效果。现在他们不同意退货退
款，希望你们帮帮我。”近日，
贞阿姨拿着蜂胶来到镇海区消保
委投诉。

原来，前段时间，贞阿姨在
菜市场收到了一张“健康体验
卡”。派送卡片的人告诉她，可
凭“健康体验卡”前往指定地点
领取眼镜等赠品。贞阿姨半信半
疑，来到卡片上所写的某品牌体
验馆，果真免费领到了一个眼镜
盒和一台收音机。

尝到甜头的贞阿姨放松了
警惕，在店员三言两语下，拉
着丈夫一同来到“体验馆”听
课 ， 并 购 买 了 两 套 总 价 值 为

10720 元的宣称能治病的蜂胶。同
时，还领取了蚕丝被、枕头、碗、
凉席等赠品。但贞阿姨服用该蜂胶
数月之后，发现该产品对自己的糖
尿病没有任何疗效，这才知道自己
上当了。

接诉后，镇海区市场监管局工
作人员调查发现，该蜂胶销售商印
有的小册子和宣传资料上，都标有
蜂胶可以治疗糖尿病等治病功效的
宣传语。

“该蜂胶销售商提供的宣传小
册子，以及店员促销中，都提到了
蜂胶的治病功效，这涉嫌虚假宣
传、误导消费者。”镇海区市场监
管局工作人员说。为此，该局工作
人员找到销售商，指出其虚假宣
传、误导消费者的违法行为。最
终，销售商同意将所有款项退还给
贞阿姨。

市市场监管局提醒广大消费者
尤其是老年人，不要被一些保健
品、治疗仪器的促销或宣传活动所
欺骗，也不要贪图小便宜，一旦发
现受骗，要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投
诉，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蜂胶”摇身一变成“药品”
老年人要提防保健品、治疗仪器的促销“陷阱”

昨日，宁波大学艺术学院 10 名
学生志愿者在白云街道一处围墙上绘
制垃圾分类宣传画，助力海曙区白云
街道环境综合整治。图为志愿者在开
展以垃圾分类为主题的墙绘活动。

（刘波 忻之承 摄）

墙绘垃圾分类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薛丛川 刘立意） 昨天下午 4 时
多，北仑实验幼儿园里，徐浩宁拉
着妈妈的手与老师们道别。他妈妈
说，早上 8 时半送到，下午 4 时多
接，能在幼儿园里上暑假班真是上
上之选。如徐浩宁般幸运的孩子还
有很多。据悉，宁波上百家幼儿园
开出了暑假班，解双职工家长特别
是外来务工人员的燃眉之急。

每逢暑假，家长们犯难——这
些学龄前的孩子托管去哪里？上外
面的培训班，每天上百元的费用实

在有些烫手，还有环境和师资也让
家长们有点小担心。为此，甬城的
幼儿园纷纷开出暑假班满足家长暑
假托管需求。

北仑区有 30 多所幼儿园开办
了暑假班。开办时间最长的是宁波
经济技术开发区幼儿园，从 7 月 9
日起至 8 月 23 日止。两个班近 40
名孩子每天配备两名教师和一名保
育员。课程也很好玩，每天有美
术、音乐和活动课，一天两顿点心
和一顿中餐也十分可口。

今年暑假，鄞州区 53 所幼儿

园 开 设 暑 假 班 ， 接 纳 6300 名 幼
儿，占该区幼儿总人数的 15.3%，
颇受家长追捧。其中，38 所在乡
镇，占比七成多，少则 1个班，多
则 15 个班。乡镇正是外来务工人
员务工和居住的聚集地，也是溺水
和交通事故等的高发区域。相比本
地户籍的孩子，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在宁波往往没有祖辈照顾，家长也
没有经济条件给孩子报价格高昂的
培训班。为此，今年鄞州开设的暑
假班主要服务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和
农村孩子。各幼儿园暑假班持续时

间多为一个半月，最少的也有 20
来天。在暑假班里，孩子们能享受
到凉爽的空调、安全的饮食、充足
的睡眠和有质量的保教。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还对暑假班
的保育费做出规定。比如，鄞州区
教育局规定暑假班的保育费较平日
上浮不超过三成，而伙食费与往常
一样。教育界一位资深人士给记者
算了一笔账：一期暑假班按照幼儿
园的不同等级和性质，家长花费为
1000 元至 2000 元，这远比给孩子
报校外培训班省钱省心。

甬城幼儿园纷纷开出暑假班解难
——关注孩子们的暑假生活②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赵
冠菁） 一边有患者挂了号不去就
诊，一边有患者看病挂不到号。
记者昨日从宁波市第一医院了解
到，7 月 1 日起，该院对这种挂了
号频繁爽约的现象开刀，规定：
患者 3 个月内爽约或迟到累计 3
次，暂停 3 个月的预约挂号资格，
并将被列入违约名单，仅可通过现
场挂号就诊。

据了解，目前宁波市公众健康
服务平台可以提供网站、“健康宁
波”微信、“医院通”手机 App 等
10 余种预约挂号途径，以满足各
方需要。各平台接入医院都建立了
统一的预约号源池，除通过宁波市
公众健康服务平台、医生工作站、

自助机等途径开展预约挂号服务
外，部分医院还通过自建网站、
电话和微信公众号等途径开展预
约挂号服务。患者只需打个电话
或者利用手机就能预约挂号。预
约 挂 号 不 但 可 有 效 缩 短 候 诊 时
间，改善门诊秩序，病人也不必
再起早摸黑去排队了。

但是，预约挂号制度在为患者
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医生带来了
爽约的困扰。很多患者约了号又不
去看病，而真正需要的患者想看病
又挂不到号，导致医疗资源浪费。

据市一院信息科统计，一院目
前的门诊预约率在40%左右。自医
院开设预约挂号以来，患者的爽约
率竟然高达 20%，迟到率为 35%。

部分病人预约挂号后不守信用，不
按预约时间及时就诊，甚至随意失
约、取消，造成现场排队的病人
挂不了号，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真
正需要的患者挂号难；部分病人
挂号后爽约或没有按时就诊，而
在高峰期扎堆排队就诊，影响了
医生的工作效率，造成患者等候
时间延长，医务人员短时间内接
诊压力增加，对医患双方效率及
门诊秩序均造成一定的影响。

针对爽约现象，市一院根据市
卫生计生委的要求，实施预约挂号
退号与爽约管理规范，率先对退
号、预约挂号后迟到及爽约现象进
行全方位制约。

一院规定，患者 3个月内爽约

或迟到累计 3 次，暂停 3 个月的预
约挂号资格，将被列入违约名单，
仅可通过现场挂号就诊。超过预约
时间 30 分钟，一律视为爽约，预
约号也将自动作废。

预约挂号之后突然有事无法按
时就诊怎么办？据介绍，无论患者
通过哪种渠道预约挂号，都可以在
宁波市第一医院官方微信中通过

“自助就医”里的“挂号查询”进
行退号。允许最迟退号时间为约定
候诊时间的前1天。

宁波市第一医院现场确认预约
号时间统一规定上午最迟 11 时，
下午最迟4时30分。

据了解，我市各医院都将实施
预约挂号退号与爽约管理规范。

挂号频繁爽约将被限制预约挂号
市第一医院推进信用就医出新规

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员
颜杰）前晚，我市消防部门组织开展
了小区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172
个检查组分赴全市各地开展检查。

前天晚上，消防检查人员来到
海曙青林湾小区，对小区消控室值
班情况进行检查并模拟小区起火，
对微型消防站进行拉动演练，评估
小区物业应急处置能力。

当晚，检查人员还对小区附近
沿街店铺是否住人、消防通道是否
畅通、疏散楼梯间是否堆放杂物、
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等情况进行
了检查。

检查人员告诉记者，当晚他们
共 检 查 场 所 1012 家 ， 发 现 隐 患
1538 处，现场整改 1496 处，清退
占道车辆496辆。

消防部门开展小区安全夜查行动

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员
童安缘 马文文） 昨天早上，慈溪
宗汉街道一小区发生火灾，一家四
口被困火场。小区内空间狭窄，9
米长的拉梯无法架设。危急时刻，
消防官兵找来较短的单杠梯，并用
胸口和肩膀作基点，硬是撑起了一
座“生命之桥”。

当天早上5时51分，慈溪消防
大队接到火灾报警，立即派遣人员
前往现场救援。起火建筑为 24 层
钢混结构的民宅，起火楼层位于第
4层，浓烟不停地从阳台、窗户往
外冒。救援人员还发现，有一家四
口被困在火场内，已被浓烟逼得躲
到了阳台上，并在大声呼救。

一组消防官兵立即对房门进行
破拆，另一组拿来 9米长的拉梯准
备救人，却发现小区空间狭窄无
法架设。关键时刻，消防官兵发
现距火灾房屋约两米的 3层露台可
以利用，于是立即拿来单杠梯，将
梯子的一头安置在窗沿。随后，多
名消防官兵上前，用胸口和肩膀顶
住梯子，形成较为稳定的支点。就
这样，一座“生命之桥”搭建成功
了。

最终，被困的一家四口在消防
官兵的接应及鼓励下，通过“生命
之桥”成功逃生。

目前，火灾原因及财产损失正
在进一步调查核实中。消防部门提
醒广大市民，夏季气温骤升，是火
灾的高发季节，尤其是电气类火
灾。对于夏季常用的电器设备，要
经常检查线路，记得让它“休息”。

一家四口被困火场，危急时刻——

消防官兵用身体撑起“生命之桥”

消防官兵正在搭桥救人。 （消防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