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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陈敏 朱宇）
《宁波市全面推进县域医疗卫生服
务共同体建设实施方案》于昨日出
台。按方案，2019 年，我市将全
面推进县域卫生服务共同体建设，
各区县 （市） 将统筹组建县域医共
体。

医共体，就是以一家县级医院
为龙头、其他若干家县级医院及乡
镇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为
成员单位的紧密型医疗集团。

去年 9月，余姚市被确定为省
级县域医共体试点。一年多来，试
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今年 1月至
10 月，余姚市基层医疗机构门急
诊人次达642.55万，比去年同期增
长 10.23%，基层门急诊量占比为
66.57%，已连续10个月突破65%的
医改目标；县域内就诊率从 2015
年的72.2%提升到目前的85.82%。

各区县（市）统筹组建
医共体

按方案，我市将构建县域医疗
卫生服务新体系，重点做好三项工
作。各区县 （市） 要根据当地医疗
资源地域分布、服务能力和群众健
康服务需求，制订当地的医共体建
设方案，统筹组建医共体。完善乡
村卫生一体化管理，对政府或集体
办的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站，
要纳入医共体管理，依照规划应设
置村卫生室 （社区卫生服务站） 而
未设置的村 （社区），逐步由医共
体负责延伸服务。各地要合理确定
乡镇和村级卫生人员数，保障最基
层的医疗卫生服务。

与此同时，重点打造“双下
沉、两提升”升级版。我市将积极

指导和推动市级医院及其医务人员
带着目标任务精准下沉，促进医共
体医疗质量和技术精准提升，实现

“双下沉、两提升”有效对接医共
体，形成“成分输血”叠加“重建
造血”效应。

医共体内人财物资源
统一管理

完善县域医疗卫生运行新机
制。建立人员统筹使用机制，医共
体内所有人员由医共体统一招聘、
统一培训、统一调配、统一管理；
促进医疗卫生资源共享，以区县

（市） 为单位，统一建立临床检
验、医学影像、心电诊断、病理诊
断、消毒供应、后勤服务六大资源
共享中心，有效推进“基层检查、
上级诊断、区域互认”。

医共体深化综合医改

为增强县域医疗卫生制度新优
势，医共体建设将推出改革：改革医
保支付方式；理顺医疗服务比价关
系，要动态调整医疗服务价格；深化
薪酬制度改革，实施医共体负责人
和成员单位负责人年薪制，探索医
共体全员目标年薪制；完善财政投
入政策，各地要按照公立医院“六项
投入”政策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五
项基本补助”政策的要求，将资金统
一拨付医共体，由医共体结合资金
性质和用途统筹使用。

按方案，2019 年 1 月至 2 月为
医共体启动阶段，各区县 （市） 将
召开医共体建设动员会议，完成各
医共体签约、挂牌等组建工作，3
月至12月为实施阶段。

明年我市将全面推进县域医共体建设
各区县（市）统筹组建医共体

奉化区将农村住房改造作为
乡村振兴、增强农民幸福感的切
入点和突破点，众多农民因此住
上了宽敞、整洁的新房，村容村
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
年以来，全区已完成拆旧土地面
积近 600 亩，续建、新建农房
48.6万平方米。图为该区溪口镇
常住人口最多的村——上白村正
在新建的农民新居。

（严龙 陈麒嵘 摄）

本报讯 （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虞南） 雨水与冷空气携手，甬
城马上切换到湿冷模式。气温明
显下降，寒冬步步逼近。

从昨天起，一股强冷空气入
侵我国，受其影响，中东部大部
地区将自北向南出现大风降温和
低温天气，气温将再创新低。昨
天，市气象台发布冷空气消息，
较强冷空气正在南下，今天开始
影响我市。受其影响，我市日平
均气温过程降温幅度可达 6℃至
8℃，7 日夜里到 9 日最低气温平
原 4℃至 6℃，山区 0℃至 3℃；6
日到7日，我市沿海海面有8级至
10 级偏北风，杭州湾及沿海地区
有7级至9级偏北风，内陆地区有
5级至7级偏北风。

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12 日
前我市持续阴雨天气，其中，今
天部分地区雨量中等，7 日夜里
到 9 日早晨山区局部有雨夹雪或
雪。

昨天，市气象台发布消息，受
冷空气影响，7 日气温明显下降，

日平均气温将稳定在 10℃以下，7
日我市进入气象意义上的冬季，比
常年略偏晚。据悉，我市常年入冬
时间为12月1日。

入冬当天，恰逢大雪节气。
古人云：“大者，盛也，至此而雪
盛也”。到了这个时节，我国大部
分地区的最低气温降到了 0℃或
以下。往往在强冷空气前沿冷暖
空气交锋的地区，会降大雪甚至
暴雪。可见，大雪节气是表示这
一时期，降大雪的起始时间和雪
量程度，它和小雪、雨水、谷雨
等节气一样，都是直接反映降水
的节气。雪往往下得大、范围也
广，故名大雪。

“此次冷空气强度强，降温幅
度大，沿海风力也较大，山区有
雨夹雪或雪，山区局部可能有道
路结冰。”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
杏燕表示，未来几天，我市持续
阴雨湿冷天气，可能对交通运
输、农林业、城市运行、群众生
活等带来不利影响，请大家及时
关注天气情况，安排好生产生活。

明天“大雪”，甬城一夜入冬
7日夜里到9日早晨，山区局部有雨夹雪或雪

记者 王佳 通讯员 黄宁为

2006 年 ， 脱 下 心 爱 的 军 装 ，
徐国义走上新的岗位，任职东柳街
道办事处城市管理科。这对时年
37 岁的徐国义来说，是一个新的
起点。

“只要意志坚定，就没有办不
好的事。”20年的军旅生涯，赋予
了他敢于担当的精神和不抛弃不放
弃 的 意 志 力 ， 奋 战 在 “ 五 水 共
治”、“三改一拆”、轨道交通站点
建设、缓解小区停车难项目一线，

这股劲儿一直在。
幸福苑社区是东柳街道一个规

模较大的社区，还有学校、商业
街，早前道路拥挤、停车位不够是
常事，严重时甚至影响应急车辆的
进出。2016 年，社区停车位改造
列入市、区二级政府推动的实事工
程。

“好事就要办好办实。”项目动
工前，徐国义和社工一道走访调
查，征求意见，制定方案。起初部
分居民有顾虑，以为小区改造停车
位是要破坏绿化，不同意。徐国义
便上门沟通，耐心释疑，并与多方
协商，先在区内学校周边做个试
点。居民们看到改造后的区域面貌
一新，不仅增加了停车位，原来被
车子碾压过的绿化带也进行了补
种，认同度大大提高。项目实施

中，徐国义多次牵头召集施工单位
和物业，把脉问诊，统一思想，确
保施工顺利进行。

那一年，幸福苑、安居和锦苑
3个社区实施了停车位改造，新增
停车位 1288 个，新增监控 449 个、
道闸 11 个。第二年，太古城、华
光城、中兴、华侨城 4个社区实施
停车位改造，徐国义蹲点一线，持
续跟进，4个社区新增停车位 1500
余 个 ， 新 增 智 能 化 门 禁 系 统 34
个、高清监控399个。

在东柳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科
工 作 12 年 ， 徐 国 义 始 终 未 忘 初
心。每次台风来袭，他总是冲在最
前面，数次几天几夜不眠不休奋战
在一线。“当过兵入过伍的，都不
会忘记部队的优良传统。”徐国义
带着质朴的微笑说。2012 年，他

被评为宁波市抗台救灾先进个人。
垃圾分类是事关百姓日常生活

的关键小事，也是提升居民文明素
质、推进“城乡争优”的社会发展大
事。作为街道责任科室负责人，徐国
义按照试点先行、点面结合、全面铺
开的原则，积极探索分类模式，提升
分类质效；在辖区开展大件垃圾定
点清运、生活垃圾定时投放、垃圾分
类社会化服务等创新举措，街道于
2015年、2017年被评为宁波市垃圾
分类优秀街道。

近年来，在宁穿路三号桥地块
征收、中山路整治、轨道交通建设
等重点工作、重大工程中，都有徐
国义努力工作的成果。如今，徐国
义依然奔波在一线，在服务城市建
设、服务社区建设的这条路上，他
越走越坚定。

徐国义：从部队到基层，换岗不换志

本报讯 （记者孙佳丽 通讯
员秦羽） 最近，全国首批“打造
特色载体推动中小企业创新创业
升级”创建名单出炉，宁波高新区
成功入选。在接下来的两年实施期
内，该区将获得中央财政 5000 万
元的扶持资金，可撬动地方财政和
社会资金投入约10亿元。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为民营企业发展提
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宁波高新
区主要负责人表示。

以科技创新驱动经济转型升
级。近年来，宁波高新区的科技
政策持续加码，覆盖了从创客到
创业、从基础研究到成果产业
化、从实验室建设到重大自主创
新产品研发等方方面面，通过财
政引导支持，为民营企业发展保
驾护航。今年，宁波高新区优化
了已出台的政策，重点加大对科
技服务业的支持力度，以此提升
科技服务业对科技创新和产业发
展的支撑与服务能力。

融资是横亘
在民营企业面前
的一道坎。今年
初，宁波高新区
把针对科技型中

小微企业的风险池和扶持政策扩
面至区内所有银行，尤其是设立
1000 万元的风险池，对银行向科
技型中小微企业提供贷款出现风
险的，给予实际风险 40%的补偿，
最高不超过 200万元，剩余部分由
担保公司或保险公司与银行按比
例承担。截至目前，仅科技银行一
家就为 120 余家科技型中小微企
业累计发放贷款近30亿元。

目前，宁波高新区正在建设宁
波市科创金融服务产业园，重点打
造科创企业融资服务平台、科创金
融产业集聚平台和新兴金融创新
发展平台等三大平台，围绕产业上
下游开展全方位综合金融服务。

今年 10月底，宁波高新区领
导干部联系服务重点企业活动第
一阶段结束，10 多类共性问题被
梳理汇总成册，成为该区领导干
部亟须设法破解的首要任务。为
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宁波高新
区要求 100 余名副处级以上干部
联系服务 400 多家企业，排摸企
业发展遇到的困难。

高新区为民企发展
提供强劲科技支撑

本报讯（记者金鹭 通讯员王
立咏）“辛苦研发多年，却发现市
场变了‘风向’，大笔经费打了水
漂。”这是宁波许多科技型企业心
头的“苦水”。记者昨日获悉，我
市在全国首创“科技型企业研发费
用损失保险”，为高风险的科技型
企业“兜底”，进一步激发全市科
技型企业研发投入和自主创新的热
情。

“政府补贴部分保费，最高可

获得 212万元的赔偿，让我们搞科
研的更有底气。”宁波普瑞柏生物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尤总告诉记者，
有了保险后，他们大胆申报了宁波
市重大科研项目“特定蛋白即时检
测系统的研究开发”，将在三年内
投入 1855 万元，为我市在相关领
域取得技术突破。

据悉，“科研保”由江北区科
技局联合中华财险共同推出。当
投保人研发投入失败后，保险公

司将依据保险合同，给予约定的
保险金额理赔，保险期限即为研
发周期。一旦企业的研发成果未
能通过后续试验，或未能形成新
产品，不能赢得市场，则视为项
目失败，通过第三方机构认证后
即可获得理赔。此外，保险公司
还 将 帮 助 企 业 规 范 科 研 环 节 管
理，提高科研成功率。

“‘科研保’是宁波高质量
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国家

保险创新综合试验区有机结合的
成果，科研保险的创新将助力企
业科技创新不断前行。”市科技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我市
在“保险+创业创新”领域不断尝
试，推出针对科技型产品售后使
用的研发责任险、为创业失败兜
底 的 “ 创 客 保 ”“ 专 利 培 育 +服
务+维权”等一系列全国首创产
品 ， 助 力 宁 波 打 造 创 新 创 业 新

“高地”。

科研失败不怕了

宁波在全国首创“研发费用损失保险”

昨天，鄞州首南街道日丽社区的居民把自家多余
的花草放到“共享花园”内并进行打理。该社区近日
设置了一个面积近60平方米的“共享花园”，居民将
家中多余又不想扔掉的花盆或花草集中到花园内，为
社区居民提供了一个集中赏花、休闲的好去处，从而
提升了社区的环境品质。 （丁安 张丽 摄）

共享
花园

本报讯（记者王岚 通讯员刘
拥军 郭腾达） 昨天是国际志愿者
日，72 岁的城管义工李凤芝阿姨
格外高兴。“快乐做义工，让城市
更美丽。”李凤芝阿姨作为“最美
城管义工”“五星级城管义工”的
获得者，代表全市 8.6 万余名城管
义工发出倡议，并为宁波城管义工

文化展厅揭牌。
宁波城管义工文化展厅位于鼓

楼沿历史文化街区和中山公园交会
处，建筑面积约 1150 平方米，集
城管义工文化展示、交流接待、便
民服务、义工培训以及协会办公等
多项功能于一体。

展厅开放以后，将成为凝聚全

市 8.6 万余名城管义工的“新家”，
同时也是市民走进城管，了解、理
解、支持、宣传、参与城管工作的
重要窗口。展厅将设置以“便民服
务员”“义务讲解员”为主的城管
义工服务岗位，欢迎市民积极报名
参加。

宁 波 城 管 义 工 协 会 成 立 于

2008 年 9 月 26 日，已拥有 15 个区
县 （市） 办事处、106 个街道 （乡
镇） 服务点、523 个社区联络站，
市、区、街道、社区四级网络管
理组织已经成型。协会成立以来
已累计组织动员义工 150 余万人
次，提供超 300 万小时的义务服
务。

全市8.6万余名城管义工有了新家
宁波城管义工文化展厅揭牌

本报讯 （记者金鹭 通讯员
施荟 江姬） 第二届中国 （宁
波） 国际航运物流交易会将于 12
月10日至12日在宁波国际会展中
心举办。前天上午，记者从相关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万余名参展
客商、企业代表将云集宁波，共
觅商机。

本届航交会以“主动融入‘一
带一路’ 枢纽中国、连通世界”为
主题，由市口岸办、鄞州区政府主
办，共设置航运物流交易会、“一带
一路”口岸合作高峰论坛、航运物
流产业与人才对接会等三大板块。

据悉，13 个项目将在甬签
约，与上届相比，项目实力、国
际化程度进一步增强。其中，利
比里亚海事局与宁波大学合作的
国际船员培训项目，为浙江省首
创；铁大大与荷兰 NUNNER 的
合作项目总投资达 500 万美元，
第一期实际投资 300 万美元。会
上，还将成立一批高水平联盟，
进一步推动行业交流。

据了解，航运服务业已成为
宁波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
今年上半年，宁波航运企业利润
同比增长36.7%。

宁波国际航交会下周启幕
万余客商将来甬城觅商机

整村农房改建
展新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