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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董娜 通讯员陈
芳园）“我前阵子刚在新碶买了一
套房子，没想到周日也能办理房产
交易登记，不用工作日请假了。”
近日，在北仑区行政服务中心头一
个享受“周日办公”服务的胡女
士，对这项新举措点赞。

记者了解到，由于楼市热度持

续，今年年初以来不动产交易依旧
十分活跃，群众办理不动产登记需
求不断攀升，而不动产交易登记涉
及买卖双方，为了完成过户登记，
市民往往需要在工作日请假半天办
理。为方便群众办事，北仑区行政
服务中心在全市首个开通不动产登
记服务“周末直通车”，每周日上

午可正常受理一手房、二手房的转
移登记业务。目前，行政服务中心
的周日办公开设了 6个窗口，其中
税务 （税费缴纳） 3个、国土 （权
属登记） 2个、住建 （合同备案确
认） 1 个，三部门实行“统一告
知、一窗受理、内部流转、各自审
核、结论互认、信息共享”的操作
模式，并配备相应的负责人进行现
场审核和管理。

随着“最多跑一次”改革的不
断深化，北仑不动产登记服务的便
民措施不断“加码”，此次推出的

“周日办公”还可提供预约上门办
理、绿色通道等多项服务。“我爸

年纪大了不方便出门，想把名下房
子过户给我妈，我试着向服务窗口
咨询了一下，没想到两位工作人员
马上就顶着烈日来我家给我们办理
了，实在太贴心了。”家住大碶的
张先生向工作人员连声致谢。

北仑区行政服务中心相关负责
人表示，只要行动不方便的群众
备齐资料并提供具体地址，工作
人员即可上门办理。此外，年龄
在 70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行动不
便的残障人士、孕后期孕妇、急
于外出人员、现役军人，这些人
群不必取号排队，可优先办理业
务。

不动产登记服务

北仑在全市首创“周日办公”

本报讯 （记者陈章升 通讯
员邹丹丹 叶慧） 保健食品店，顾
名思义是指销售保健食品的商店。
然而，慈溪一家保健食品店老板为
了推销产品，竟然打着“免费眼部
检查”的幌子，忽悠了许多不明缘
由的老年人。近日，这家“套路满
满”的保健食品店经市民投诉举
报，被慈溪市卫生监督所查处。

这家保健食品店位于慈溪市浒

山街道某商务大厦，面积约 200平
方米。调查当天，卫生执法人员在
该店大厅看到，一名女子正在给一
位老人测量视力，另有 10 多名贴
有敷眼贴的老人围坐在桌子旁。

“在经理室，一名中年男子在给老
人讲解眼病调查申请单。桌子上还
放有 3 张眼病调查申请单、3 张检
查报告单和 2 张票据。不知情的
人，还以为到了眼科诊所！”慈溪

市卫生监督所浒山分所卫生执法人
员沈凯跃说。

经卫生执法人员调查，在经理
室对着老人“侃侃而谈”的中年男
子姓刘，44 岁，山西人。当天，
他正使用裂隙灯显微镜为老人开展
免费眼部检查，并试图推销某牌子
的保健食品。根据《医疗机构管理
条例》相关规定，该保健食品店未
取得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开

展诊疗活动系违法行为。目前，卫
监部门已对该保健食品店作出没收
裂隙灯显微镜1台、罚款3000元的
行政处罚。

打着“免费检查”的幌子，实
则推销一堆高价保健品，这样的骗
局在日常生活中时有发生。卫生监
督部门希望广大市民要擦亮眼睛，
不要贪小便宜，一旦发现非法行
医，及时拨打12345进行举报。

利用免费检查推销产品

慈溪“套路满满”的保健食品店被查处

本报讯 （记者王岚 通讯员
林炫铮） 前日，北仑区综合行政执
法局向东河路一家夜宵店送达了一
份罚款金额为 1.4 万元的行政处罚
决定书。这是该区首例餐饮店因未
取得许可证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
水受到的处罚案件。

7 月份，北仑区综合行政执法

局接到环卫工人和排水管理部门反
映，称东河路附近有夜宵店门口雨
水井口地上一层黑黑的油污，散发
阵阵臭味，井内也堆积了厚厚一层
油污影响了正常城市排水，怀疑有
餐饮店将未经处置的餐厨污水直接
排进城市排水设施。

仅仅举报还无法形成完整的证

据链，为在最短时间内抓住偷倒
者，该局用上了“新武器”——便
携式监控设备“布控球”，一来可
以找出倾倒者，二来用视频固定证
据，开展进一步调查。

很快，“布控球”抓到了夜宵
店工作人员往城市排水井内偷倒污
水的画面。监控画面显示，7月 29

日 22 时许，一男子在夜色掩护下
“娴熟”地掀开雨水井盖，把一大
盆餐厨污水倒入其中……面对“布
控球”拍下的画面，当事人无法抵
赖，承认其行为。第二天，涉事餐
饮店老板就来到城管属地中队接受
调查处理。

据了解，近期“布控球”还拍到
了另两个偷倒垃圾、废水的当事人，
目前都已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据介绍，相比传统监控设备，
“布控球”具有安装拆卸方便灵活、
安装条件简单、采用锂电池充电供
电等特点，可以作为应急布控系统，
根据需要变换监控地点。北仑区目
前主要将“布控球”用于监控偷倒油
污、餐厨垃圾的商家门前的道路。

连破三案！小探头显神威
商家违法排放污水被罚1.4万元

记 者 王佳
通讯员 梅薇 韩艺

让每个老人都能吃上一口热
饭，还远远不够，要确保老人吃得
安全、吃得舒心。

前日上午 9点半，记者来到设
在胜丰小区内的西门街道居家养老
互助中心老年助餐点，食堂运营方
安健家政服务公司的“大管家”任
晓蓓正和工作人员一起，将新鲜出
炉的饭菜分装打包。记者注意到，
每个饭盒的盒盖上都有一个标签，
写着老人的名字和住址。

这个食堂面积较大，有厨房操
作间、分餐区、食堂库房，洗池也
根据功能分成洗菜、洗肉、洗厨
具，一切显得井井有条；食堂公共
区域的墙上，挂着“食品安全管理”
等制度条例。“为确保饭菜质量安
全，我们所有食材要进货索证，人员
持证，菜品留样。”任晓蓓说。

打造标准化老年人助餐点是今
年海曙区十项民生项目实事工程之
—，首批试点涉及 7个镇乡、街道
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和一家养老
院，西门街道正是其中一家。

记者注意到，标准建设涵盖了
设施标准、服务标准，比如，依法
设立并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相关证
明，配备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消毒

餐 （饮） 具，食品质量把关，确保
食材安全，有服务电话、每周菜
谱、收费标准，并公示上墙。

不仅如此，为推进全区老年配
送餐服务，海曙区民政局、海曙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启动了公办养
老机构食堂改造提升工程，目前各
养老机构正根据实际情况加紧制定
改造方案。

以上是我市推进老年助餐服务
网络建设的一个剪影。据悉，对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 （站） 的建设与运
营，我市有一定要求。比如新建成
的社区 （村） 居家养老服务站要获
得建设资金补助，设施设备需达到

《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等级规范》 规
定的 A 级及以上标准，要达到 AA

级以上标准，则须具备老年助餐服
务功能。而对运营的监管，没有实
质性服务内容或者运营不正常、不
规范的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是不予
补助的。

据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宁波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 将于
今年10月1日起实施。居家养老服
务设施规划建设的实施办法、水电
气优惠政策、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
方案、居家养老服务补助实施办
法、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行政处
罚裁量规定等“1+11”个配套政
策文件正在紧锣密鼓起草拟制中。
相信不久的将来，居家养老中的重
头戏——“舌尖上的养老”会被越
来越多的老年人青睐。 （完）

“舌尖上的养老”值得期待

孙虹女

昨天《宁
波日报》 民
生 版 报 道 ，

记者跟随交警和消防部门，对部
分小区的消防通道进行突击检
查，结果发现：违停堵路现象仍
严重。我认为，消防通道，是迅
速扑救火灾、抢救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减少火灾损失的重要前
提，应千方百计确保“生命通
道”畅通无阻。

“生命通道”被占用，存在
严重安全隐患，一旦发生险情，
可能带来血的教训，这样的教训
可谓触目惊心。2013 年 12 月 11
日，深圳光明荣健农批市场发生
火灾，由于消防通道被其他车辆
占用，消防车无法近距离救援，
死亡人数达 16 人。2015 年 10 月
28 日，宁波一居民家中失火，

赶来的消防车因小区消防车道停满
私家车无法进入，被困火海的母子
不幸离世。据统计，全国造成重大
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八成以上是
由于消防通道堵塞。

“生命通道”被占用原因很
多，法律处罚力度不够、管理部门
监管不力、老百姓怀有侥幸心理占
道甚至漠视等是主要原因。常言
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
发生火灾时，消防员赶到了，消防
车、登高车却进不去，就会耽误救
援，而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不占用消防通道，就是给生命
留通道，这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
对公共利益的守护。老百姓作为自
己主要的“安全责任人”，一定要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不占用消防通
道，共同守护身边“生命通道”的
畅通无阻。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生命通道”岂能被占用

本报讯（通讯员叶俊松 鲍
婷婷 记者王博） 本报连续两天
刊发了寻找卓志元亲人的相关报
道，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

昨日上午，市民张女士提供
线索——卓志元曾就读于效实中
学，为 1938 年初中 17 届。在宁
波市档案馆，该说法得到证实。
值得一提的是，1938 年初中 17
届毕业生名单上，吴圣荪、张祖
荫、茅百樊、叶芝馨等名字赫然
在列。其中，吴圣荪是国际问题
专家，张祖荫是我国公路工程专
家，茅百樊是春秋旅行社开创初
期最优秀的导游之一。他们都出
生于 20 世纪 20 年代，与卓志元

年龄相仿。
昨日下午，笔者在上海见到了

卓志元的两个亲弟弟：卓志钧、卓
志伟。两位老人精神矍铄，回忆起
三哥卓志元的往事历历在目。卓志
钧跟卓志元相差 8岁，他说，三哥
卓志元从小喜欢看书、写文章，尤
爱鲁迅作品。卓志元效实中学毕业
后参军，由于那时卓家其他人都不
在宁波，只有他一人，所以他去美
国的消息也没有人知晓。后来，卓
志元的战友从美国寄回一封信，信
中有份报纸，报纸上刊登了卓志元
在飞机上的照片，这时家人才知道
他去参军了。

“我们都非常自豪，觉得很光
荣。”卓志钧说，自己后来成为上海
地下党联络员，也是受到三哥的影
响。

卓志元毕业于效实中学
在上海找到了他的两个亲弟弟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
张林霞） 动完手术的大妈行动不
便，年轻医生主动请缨，上门为
大妈换药，20 天就上门 7 次。8
月 20 日一大早，倍感温暖的大
妈和老伴特意来到医院，送上精
心准备的感谢信和锦旗。

今年4月底，70岁的俞大妈
被确诊为“乳腺浸润导管癌”，
属于恶性肿瘤，为了不错过最佳
手术时间，李惠利东部医院甲乳
外科医生为她做了左乳全切术
和 淋 巴 清 扫 手 术 ， 手 术 很 顺
利，很快俞大妈就出院在家休
养，只留了一根引流伤口积液的
小管子带回去，为之后的化疗打
好身体基础。

俞大妈在几年前曾发生一次
重大车祸，双腿留下后遗症，行

动不便。加上年龄较大，且患有糖
尿病、心脏病等多种基础毛病，这
次又动了一次大手术，俞大妈回家
后便出现刀口渗液且愈合不好的现
象。

因为行动不便，每次来医院换
药成了俞大妈和老伴的难题，偏偏
俞大妈的子女由于工作原因不能时
时刻刻在身边陪伴。得知老人家
的难处后，年轻的李程医生便主
动请缨，他利用下班后的私人时
间 ， 上 门 到 俞 大 妈 家 里 为 她 换
药。就这样，李医生当起了俞大妈
的“私人医生”。李大妈术后 20
天，李程 7次上门给她换药，而且
几乎每天一个电话询问伤口积液的
量，哪怕在医院刚值完夜班、没顾
得上吃早饭也雷打不动亲自上门给
俞大妈换药。

在李医生的照顾下，很快，俞
大妈的积液明显减少。就在上周，
俞大妈几个疗程的化疗也结束了，
效果很好。

大妈术后20天
医生下班7次上门换药

关注城区老年助餐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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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 续 报 道

昨天上午，在柬埔寨国家孤
儿院，雪窦山慈光慈善基金会的
团员正在给孩子们分发零食。当
天，该基金会的 36 名团员，在
当地政府、华人华侨和中资机构
的陪同下，兵分两路来到柬埔寨
国家孤儿院和公立培英学校奉献

爱心、传播中华文化。据了解，柬
埔寨国家孤儿院共收养了 140名残
疾孤儿，本次基金会带去了 2吨大
米、150箱面和 6000美元现金，这
是该院成立以来收到的最大一批捐
助。

（徐能 黄成峰 摄）

爱撒柬埔寨

昨日，家门口公益医疗圈来到
海曙区望春街道广安社区，来自中
医院的名医名家为社区老人进行秋
季养生讲座、八段锦现场教学、现场
刮痧、拔火罐等义诊活动。

（刘波 沈晨舒 摄）

名医名家
来义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