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奉化支公司变更营业场所的公告
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备案通过，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奉化支公司

变更营业场所，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奉化

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142330283

机构住所：宁波市奉化高新技术开发区龙津

路17号宁波众兴饰材有限公司办公楼一楼101、

102室

经营区域：宁波市

成立日期：2012年8月23日

颁发许可证日期：2018年7月17日

许可证流水号：0092845

机构负责人：高文莉

联系电话：0574-55127001

客户服务电话：4008667788

邮政编码：315500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

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

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中国保监会批准并经总公

司授权的其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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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亦平

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
我市老年人口的数量也在逐步增
加。人上了一定岁数，高血压、
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高肌
酐等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便不
请自来，而且，一旦得病，终身
服药，这是自然规律，无人能幸
免。

如今，虽说每个社区均设有

卫生服务站，给患者就医、配药
提供了不少的方便和实惠，但离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要求
还有一定的距离。譬如，有的社
区卫生服务站，要么慢性病患者
所需的药品种少，要么老病号想
要的药没有配。笔者患高血压，
所服的马来酸依那普利叶酸片，
所在社区卫生服站就没有这种
药，仍须跑去医院里配。最近，
医院里又裁撤了“方便门诊”，结
果，为配几盒药，去专科 （内
科） 挂号、候诊、叫号，起码得
等上半小时，然而刷卡、报药
名、医生点击电脑完成，整个过

程几乎秒杀 （不超 20 秒）。这让
一些长年服药的高龄、行动不便
的老病号，上下来回无谓地去折
腾，情何以堪。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现
在社会各界对老年人十分关心照
顾。倘若市、区卫生部门在医改
过程中，能多为老年患者，尤其
是为终身服药的慢性病患者着
想，使他们今后在就医配药过程
中，能得到更多的便利，尽量少
跑腿、少花钱、少折腾，那就更
好了。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应为老年患者配药提供更多便利

本报讯 （记者沈孙晖 通讯
员陆晓添 赵媛） 这两天，象山
西周汉子张武在夜晚海潮中救起
一对落水男女的英勇事迹，刷爆
了微信朋友圈，众多网友争相为
他点赞。昨天上午，记者辗转联
系上张武，了解事情经过。

张武是西周东瀛村人，今年
40 岁，当过电工，后在当地开了
一 家 瓷 砖 店 。 7 月 25 日 晚 8 时
半，他在当地乌沙抗美塘堤坝上
散步，遇到两名钓鱼同伴后闲聊
了几句。

交谈间，张武突然察觉碶闸
外 30多米远的海面上有动静。顺
着同伴的手电筒照过去一看，一
名男子正在海里扑腾。“我开始以
为他在游泳，但见其手臂胡乱挥
舞，才意识到对方可能溺水了。”
张武立即和同伴跑到堤坝下一艘
搁置的小船上，进一步查看情况。

当 时 ， 涨 潮 的 海 水 正 值 高
位。只听见落水男子喊了声“救
命”后，人开始往下沉。危急时
刻，张武立即脱掉外裤，抄起一
根竹竿，朝对方游过去，并让同

伴在船上高举手电筒，方便他看
清方位。

游到男子附近时，张武将竹
竿递过去，希望对方能抓住，没
想到他毫无反应。“此处海水有两
米多深，我脚已踩不到底。”张武
赶紧将竹竿一头穿到男子的腋
下，另一头用力按压，借助杠杆
原理将对方挑出水面后，顺着竹
竿滑到自己身边。

随后，张武一边抓着男子手
臂，一边往堤坝边游。游到浅水
处时，他忽然发现溺水者不止一

人：还有一名女子正死死抱着男
子大腿，人已没有知觉。

游到小船边后，张武和同伴合
力将这对男女分开。此时，男子吐
了不少水，神志有些清醒，自行爬
上了船。三人将昏迷女子抬上小船
后，张武马上用当电工时学过的心
肺复苏技能对她进行按压急救。
吐了几口水后，女子渐渐有了气
息，眼睛也微微睁开了……

瘫坐休息了一阵后，两人已
无大碍，婉拒了张武送他们回家
的好意，连连道谢后自行离开
了。张武告诉记者，这对男女根
据口音判断应该是外地人，年龄
20 岁左右，当晚可能在海边玩耍
时不慎失足落水，而两人均不习
水性。“事发时海面上一片漆黑，
而海塘上除了我们三人也没其他
人。幸好他们被手电筒照到，不
然就危险了。”

夜晚海潮中

象山汉子勇救一对落水男女

本报讯（记者董娜 通讯员张
涛） 随着海淘热持续升温和城市宠
物热兴起，海淘进口宠物饲料呈现
快速增长态势。但是宠物主们也许
不知道，花了大价钱给宠物买的口
粮，可能存在巨大安全风险。

前两天，宁波机场海关人员在
对来自香港的快件进行过机查验
时，发现一箱申报品名为“狗垫”
的图像存在异常。开箱查验后，发
现包裹内还装有宠物香肠饲料和宠
物朱古力。经追查，发现有 12 批
次相同产品进境，共计宠物香肠
1000 余根，重 50 千克，以及宠物
朱古力30盒，重6千克。这些食品
包装标签中已标示出其中含有牛
肉、鸡肉等动物源性产品。

据悉，这是宁波机场口岸快件
渠道中查获肉制品数量最大的一

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携
带、邮寄进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名
录》规定，含有油脂类、肉类、皮

毛、骨及其制品等动物源性产品禁
止入境。因此这批宠物香肠将被退
回发货地。

“很多人错误地认为，经过加
工的狗粮不存在风险，实际上这些
含有牛肉、鸡肉等的动物源性产品
即使经过深加工，依然有可能携带
口蹄疫、疯牛病等动物疫病和某些
人畜共患病的病原。在其他口岸就
有在邮寄入境狗粮中检出疯牛病病
原的先例。”宁波机场海关相关人
士表示，未经检疫的产品存在极大
的卫生和安全隐患，很可能成为这
类疫病病原的传播载体。假如这些
产品入境，极有可能导致重大动物
疫病流行或食品安全事件，届时将
会对整个产业及相关产业链造成不
可估量的损失。

相关业内人士指出，消费者要
小心别被一些内容不明的高级饲料
给“坑”了，黑心宠物粮的生产和
运输套路满满，有的将产地不明的
走私饲料转至国外口岸发出，再当
作进口粮食买卖。

宁波海关相关负责人提醒：携
带宠物食品入境时务必看清产品成
分，不要携带或邮寄动物源性饲料
入境。

宁波机场海关查获大批入境宠物香肠
海关提醒：动物源性狗粮或存口蹄疫、疯牛病病原等巨大安全风险

本报讯 （记者周琼 通讯员
任社） 我市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
员，政府给补贴；中小微企业吸
纳高校毕业生入职，有补贴；灵
活就业按时缴纳社保，同样可以
得到扶持……昨日，记者从市人
力社保局获悉，相关社保补贴，
近日将开始申报，符合条件的企
业和市民，别忘记及时申领。

为鼓励和促进就业困难人员
就业，我市出台相关政策，鼓励
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招用
此类人员。对于招用就业困难人
员和失业 6 个月以上女 45 周岁至
50 周岁、男 55 周岁至 60 周岁被
征地人员的相关单位，只要按规
定缴纳了职工基本养老、基本医
疗和失业保险，并签订一年以上
劳动合同，办理就业登记的，均
可申报社保补贴。补贴标准为用
人单位应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
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
费最低标准之和。

同时，新招用首次来甬就业
的毕业两年内高校毕业生的我市
中小微企业，也可以享受上述政
策。据了解，相关政策每半年申
报一次，单位可到社会保险参保

地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报受理
点办理。参保地在市本级的单位
到营业执照所在地的公共就业服
务机构申报受理点办理。2018 年
上半年度补贴申报时间为 2018年
8月1日至7日 （节假日除外）。

对于实现灵活就业，并按规
定缴纳社保的就业困难人员和毕
业两年内的高校毕业生，我市给
予灵活就业社保补贴。为了方便
灵活就业人员，经过灵活就业社
会保险资格认定的申领人，在按
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后，除退
休、重新就业等特殊情况外，不
需要再去本人户籍所在地的街道

（乡镇） 人力社保服务机构进行上
门申报。经办机构审核确定后，
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就会直接
拨入申领人的社保卡中 （鄞州区
暂缓）。

在去年申报中，我市有 5800
多家单位，因主动招用就业困难
人员和被征地人员，享受到超过
5000 万元的社保补贴。而因为招
用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1.7万余
名，市辖区 2600多家中小微企业
享受到了 7600 多万元的社保补
贴。

三项社保补贴
下月初开始集中申报

本报讯 （记者王岚 通讯员
王佩佩 冯旭曙） 昨天上午，市
海员建设工会、市城管环卫部门
和中行宁波分行在江北桃渡公园
公厕联合举办第五批环卫工人爱
心驿站授牌仪式。此次授牌以我
市中心城区“公厕提质行动”为
契机，将公厕管理用房变身“爱
心驿站”，为以环卫工人为主的户
外作业人员及普通大众提供便利
服务。

记者从市城管环卫部门了解
到，环卫公厕管理用房在 4 平方
米以上就应升级为爱心驿站。目
前符合条件的 335 座公厕中已有
213 间管理用房清理完毕，其中
43 间管理用房已升级为“爱心驿
站”，添置了桌椅，为市民、环卫

工提供饮食加热、热水、药箱、
针线包、充电、垃圾分类知识宣
传和出行等七大服务项目。

来自安徽的环卫工人郑翠凤
说，她在宁波从事环卫工作已有
14 个年头，这几年社会各界对环
卫工人的关心关爱她都看在眼里、
暖在心里。“现在不仅公共厕所环
境好、设施好，还有了爱心驿站，对
我们来说工作起来更安心了。”

截至目前，全市已有 400 多
家沿街单位和商户加盟环卫工人

“爱心驿站”。下一步，我市中心
城区 335 个环卫公厕爱心驿站年
底前将全部投用。

据悉，此次中国银行出资 10
万元，为 125 个公厕提供了爱心
驿站配套物资。

公厕管理用房
变身环卫工歇脚点
中心城区335个环卫公厕爱心驿站
力争年底前全部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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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厕管理用房变身“爱心驿站”。 （刘波 王佩佩 摄）

宁波机场海关在快件渠道查获大批量肉制品。（周蓓静 董娜 摄）

医生“全家福”蛋糕。 （鄞医提供）

本报讯 （记者陈敏 通讯员
郑瑜 万鹏）“接到蛋糕的一刹
那，我都惊呆了，上面竟然有我
们科医生的全家福……”鄞州人
民医院肿瘤放化疗中心 33 病区，
医生们集体被患者家属张女士送
来的这份特殊礼物感动得热泪盈
眶。

在医院里，医生收到患者送
的锦旗、表扬信是常有的事，可
这样的礼物，还是第一次收到。

当天，张女士还同时送来了
三面锦旗。张女士说：“我一直想
着如何来感谢医生的救母之恩,
锦旗其实早就做好，但我总感觉
锦旗无法表达我内心的感激之
情，经过考虑，最后决定自己做
个蛋糕，然后在上面画上医生的
全家福，感谢他们多年来对我妈

妈的治疗和照顾。”
张女士的母亲王老太与鄞州

人民医院结缘于 3 年前。那个午
后，王老太来到该院肿瘤放化疗
中心找到徐正阳主任，“徐主任，
救救我！之前去上海一家医院治
疗，上海医生告诉我癌细胞已经
转移了，没多长时间可活了，让
我放弃治疗回家，可女儿还没结
婚呐，我想看着女儿结婚了我才
好安心啊……”说着，王老太泪
流满面。

徐 主 任 边 安 慰 王 老 太 边 了
解病情，对王老太的病情进行
全面评估后，组织了科内多次
讨 论 ， 给 王 老 太 “ 量 身 定 制 ”
了治疗方案。3 个月、13 个月、
23 个月，一直过了 39 个月，王
老 太 的 病 情 居 然 得 到 了 缓 解 ，
直至王老太的女儿结婚，了却
了她先前的心愿。事后，张女
士为了完成妈妈最后“要感谢
鄞医医护团队”的心愿，就特
意精心做了一个别出心裁的蛋
糕。

向医护团队送上“医生全家福”蛋糕

患者家属这份礼物好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