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收费公路管理条
例》《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等有关规定，受浙江省发
展改革委、浙江省交通运输厅委托，宁波市物价局、宁波
市交通运输委将联合召开制定三门湾大桥及接线高速
公路车辆通行费标准听证会，现就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听证会时间
2019年1月8日上午9:30，会期半天。
二、听证会地点
象山海洋酒店，地址：宁波市象山县丹东街道新

华路388号，电话：（0574） 89522222。
三、听证方案要点
三门湾大桥及接线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标准拟按

省现行一般高速公路通行费计费标准执行，即客车和
国际标准集装箱运输车辆通行费按车次费、里程费

（车公里费率×车辆实际行驶里程） 及桥隧叠加费之
和，货车通行费按计重收费费率计收的通行费及桥隧

叠加费之和计算 （其中，连续行驶高架桥 10 公里以上
的叠加费，按一类车及二类客车 5 元/车次，三类及以
上客车和二类及以上货车10元/车次计算），并以5元为
计费单位归整，即 2.5元以下 （含） 归 0，2.5元以上 7.5
元以下 （含） 归为5元，7.5元以上归为10元。

四、听证会参加人名单（21名，排名不分先后）
陈飞轮 钱同月 胡文表 陈宝国 徐根兴
林社会 胡家其 徐才章 赵国梁 叶国兴
鲍人宗 孙宇曙 方欧杰 王伟亁 蒋灵江
张水潮 邱海明 贺 霞 陆海滨 柯 江
章日胜
五、听证会听证人名单（4名，排名不分先后）
赵宝根 张仕杰 蒋一彪 钟临军
特此公告。

宁波市物价局 宁波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2018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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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朝霞 通讯员
吴乔璐 周秉）“王师母，天气阴
冷还下雨，你有什么需要买的，我
帮你带来……”20 日上午，住在
海曙区西门街道新芝社区新芝路
23 弄 1 号楼 79 岁的徐月英敲开了
隔壁邻居 77 岁张阿姨的家门，嘘
寒问暖。张阿姨腿脚不便，徐月英
每天上门探望，顺便“查岗”，这
样的场景持续了两年多。

徐月英称呼张阿姨为“王师
母”，是因为张阿姨的老伴姓王，
两家人 20 多年前就认识，成了邻
居后就更为熟络。5年前，张阿姨

的老伴去世了，没有子女的她只能
独居。从此，作为邻居的徐月英更
加关心张阿姨。

两年前，徐月英同张阿姨有个
“口头约定”，若有事外出，先和她
打一声招呼。

“我知道王师母有个习惯，每
天一早起来会开门通风，顺便把垃
圾整理出来。若是有一天发现她家
门口没有垃圾，我一定要去敲门问
问情况。”除了“查岗”，徐月英每
天必做的还有帮张阿姨倒垃圾、领
牛奶、聊家常，而换电灯泡、搬花
盆等体力活，徐月英就叫上老伴张

根法一起来帮忙。
徐月英还不定期送菜上门。

“王师母一个人生活，炒菜简单花
样少。她血糖偏高，有时我烧几道
少 糖 少 油 、 口 味 好 的 菜 给 她 送
去。”徐月英说，远亲不如近邻，
能帮一把是一把，举手之劳何乐而
不为呢！

上个月，张阿姨身体不好住院
了，徐月英带着慰问品前去探望，
陪她聊天。“徐阿姨来了好几次，
她全心全意关心我，我真的很感
动。她不仅是邻舍隔壁，更像一位
大姐。”张阿姨感慨道。

每天上门“查岗”

新芝社区这对七旬邻居亲如姐妹

本报讯（记者王珏 通讯员
金黄璐敏 姚单）“小偷惊得我
们晚上都不敢睡觉，小区保安连
续一个星期 24 小时蹲守！”“有
你们，我们住得安心……”这两
天，镇海庄市街道万科城小区业
主纷纷在朋友圈为小区保安点
赞。前天凌晨 1点，保安们经过
一周深夜蹲点，终于抓到了之前
潜进小区业主家的窃贼。

小区物业安全负责人邓会全
告诉记者，12 月 13 日晚，一窃
贼从消防楼梯爬上某幢 20 楼的
一居民家中，并通过技术开锁打
开了房门。“好在当时有人在
家，小偷立即逃窜了，没有造成
损失。”邓会全说。随后，该业
主立马拨打了物业管家电话，当
时值班的安保人员全部出动围堵

窃贼，不料还是被他逃脱。
年底是偷盗的高发期。小区物

业随即加大安保部署范围，在小区
不同防区内设置安保人员着便衣蹲
守。21日凌晨1时，一名可疑人员
试图翻越小区围墙时，被安保人员
当场抓获。之后，安保人员又将其
与 13 日晚视频监控中的图像进行
了对比，证实该可疑人员正是那日
入室偷窃的窃贼。

安保人员从小贼身上找到了作
案工具：一件塑料材质、鹰钩状的
物品。邓会全告诉记者，该物品可
利用门的缝隙伸进去，只要业主房
门没有反锁，门锁很快就会被打
开。这样一来，窃贼就能轻而易举
且毫无声响地入室盗窃。

“窃贼前期经过了周密观察，
才避开附近的监控。进入小区后，
他又神态自若地从消防楼梯进入室
内，即便被人看到，会被认为是本
小区的住户。”邓会全提醒，居民
无论是否在家，最好反锁房门，这
样会增加开锁的难度和时间，也是
最经济、最简单的防盗方式。

镇海小区保安
蹲点一周抓获窃贼
温馨提醒：居民无论是否在家，最好反锁房门

本报讯（记者王珏 通讯员
汪董 臻仁社）“娃娃运气好，
有宁波专家给我们做手术！”20
日傍晚 6 点，在普安县人民医
院，4岁患者苗苗的父母握着镇
海支援普安医生黄鹄的手连声
道谢。就在半小时前，黄鹄成功
为患阑尾炎穿孔、情况危急的苗
苗实施手术，成功挽救了男童的
生命。

当天下午 3点左右，腹痛剧
烈的苗苗被送至医院。经诊断，
苗苗阑尾炎穿孔，腹腔弥漫性腹
膜炎。“孩子高烧 39℃，血象 2
万多，是正常人的 5倍，病情十
分严重。”普安医院医生徐友发
说。情况紧急，黄鹄临危受命，
立即为孩子动起手术。

由于苗苗年龄小，手术操
作空间有限，更严重的是他阑
尾粘连过紧，腹腔脓化严重，给
手术操作造成了一定困难。平常

只需半个小时的阑尾切除术，这次
黄鹄足足做了 2 个小时。清理腹
腔、找到阑尾、迅速剥离、精准切
除……最终，黄鹄以出色准确的操
作顺利完成了手术，走出手术室
时，守候在室外的普安当地医生鼓
起了掌。

这是黄鹄来到普安后的第一台
手术。12 月 17 日，作为镇海区第
四批帮扶普安专技人才中的一员，
黄鹄从镇海龙赛医院来到普安县人
民医院，支援当地医卫事业发展。
这起危急中的成功手术也为黄鹄在
普安县人民医院收获了一批“粉丝”。

21 日，黄鹄在电话中告诉记
者，除肚子还有点胀气外，目前苗
苗其他各项身体指标已经基本正
常，恢复情况良好。“我只是尽自
己的所能，医者本分，真的没什么
特别的。”黄鹄说，他很珍惜在普
安支援的每一时每一刻，愿为普安
的患者们多尽一分力。

首台手术
挽救4岁男童生命
镇海支援普安医生实力圈粉

刘云海

读了
12 月 21
日《宁波

日报》民生版的《邻里间不妨多
打打招呼》，笔者深有感触，也
不由想起了一则发生在朋友身上
的故事。一日深夜，朋友独自一
人回家，发现一名陌生男子一直
跟在自己身后，而且一直跟着上
电梯到达同一楼层，朋友心中害
怕，便大声喊叫示警，隔壁邻居
闻声出门查看，却发现男子原来
是朋友对门的邻居。

一场乌龙闹剧，虚惊之余，
却暴露出“对门不相识”的尴尬
邻里关系。曾有某媒体对邻里关
系做过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约
4%的被调查者表示“认识，关
系要好”，约 18%的受访者表示

“认识，仅见面打声招呼”，约
62%的受访者回答“不认识”，
约 16%的受访者则称“根本没见

过”。
这样的尴尬无疑值得反思。俗

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事实上却是
大多数城市小区邻里之间往往有如

“近在眼前，远在天边”，这其实是
“城市病”的一种表现。一方面，
源于不跟陌生人说话的警惕心理在
作怪；另一方面，由于居住环境复
杂、社会背景的不同，也导致邻里
之间老死不相往来。

要改变城市人“住在对门不相
识”的怪现象，社区和业主委员会
应发挥积极作用，可以举办一些能
够增进邻里情的活动，比如街坊
宴、百家宴、邻里节、美食节等，
通过这些互动活动，促使邻居之间
多多走动、互相认识，使原本冷淡
的邻里关系变得热络起来。与此同
时，小区居民之间也要化被动为主
动，破除彼此间的设防，与邻居坦
诚相见，让小区成为一个和谐的大
家庭。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让“对门不相识”的尴尬少些

本报讯（记者黄合 通讯员王
宝娥）“别看只是一个楼道加装一
扇防盗门，光硬件投入每扇门就得
几千元，还不算人工安装、后期管
理、智能服务等费用……”在社区
一线待了 16 年，鄞州白鹤街道黄
鹂社区党委书记王义豪非常清楚这
笔“经济账”背后的困境——一面
是收入有限、诉求多元的住户，一
面是楼道里遍布牛皮癣和小区里存
在治安隐患，老旧小区微提升首先
卡壳在经费上。

近日，在白鹤街道产业链党建

发布仪式活动现场，王义豪得到了
好消息，社区的“物联网智能防盗
门”建设项目，由浙江好多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认领，他们出资上百万
元，给黄鹂社区安装 347 扇防盗
门，确保全部楼道多一道“安全
阀”。通过基层党组织的牵线搭
桥，老旧小区在辖区范围找到了

“公益伙伴”。
“近年来，白鹤街道一直深耕

‘ 党 建 +公 益 ’ 这 一 领 域 ， 打 造
‘两新组织服务联盟’，让新经济组
织和新社会组织牵手，共同服务社

区居民。据统计，‘两新组织服务
联盟’成立 3年以来，成员单位从
最初的 7 家增加到现在的 80 多家，
从最初的 11 个项目增加到现在近
50 个项目，为辖区居民提供了实
实在在的好处。”白鹤街道相关负
责人说。

“老小区电梯加装保障金”项
目，由宁波建工认领，给每个已加
装电梯楼道提供 1 万元的保障金；

“小区微更新”项目，由宁波冶金
勘察设计研究院认领，出资 30 万
元参与孔雀小区“三微”行动；

“老屋体检”项目，由浙江核力建
筑特种技术有限公司认领，通过给
老房子免费体检，成立“护房安
居”志愿服务队等方式，保障社区
老旧房屋的安全……

为了这些公益项目能长效运
行，白鹤街道同步成立了物居党
建联盟，并联合了市住建委、市
交通委、市林业局以及鄞州区住
建局、区城管局、区商务局、团
区委等多个职能部门力量，携手
推进“社会责任链”在社区的落
地生根。

一扇防盗门、一部加装电梯、一次老屋体检……

白鹤：为老旧小区微提升找“公益伙伴”

本报讯 （通讯员崔宁 韩
艺 记者陈朝霞） 20 日晚，一
名醉汉落江，幸被市政路灯管理
处三江六岸景观分所的工作人员
胡杰发现，及时救起。

当天晚上 10 点 20 分，胡杰
看到一个人歪歪扭扭地从杉杉公
园走向江边，看样子是个醉汉。
胡杰走近时吓了一跳，这时此人
全身“挂”在护栏上，身子一半
悬空在江面的方向，神志不清。
他当即把醉汉拖下来，并让他跟

家人打个电话，醉汉照做后，胡
杰看没啥事就离开了。

22 点 25 分，胡杰回到值班
间，再过 5分钟就下班了。他习
惯性往江边望了一眼，醉汉不见
了。“想到这人喝醉了酒，不可
能走这么快，我立马骑着电动车
赶到江边，发现那人正在江里扑
腾。”值班间距离江边约 20 米，
胡杰跑回来找同事马孝聪，两人
抄起一根绳子赶到江边。关键时
刻绳子却打了结，他们花了约

20 秒却怎么也解不开。江中有漩
涡，而落水者又是一名醉汉。“救
人不能等！”胡杰当机立断，脱下
外衣，一头扎进了冰冷刺骨的江水
中。

这时，醉汉离岸边大约 5 米，
虽有求救意识却全身无力。“150
多斤的体重，我只能用胳膊勾住他
的脖子一点一点往岸边拖。”胡杰
说，到了堤岸，他和同事发现，打
结的绳子剩下的可用部分很短，无
法将其拉上岸。

马孝聪立即拨打了 110、120、
119 等救助热线。等待救援的过程
中，胡杰把醉汉牢牢固定在堤岸壁
沿上，并鼓励他坚持住。很快，包
括派出所在内的 4支救援队伍先后
赶到，救援人员带来了救人的皮带
和绳索。

光着膀子的胡杰为醉汉绑好了
救援的绳索，左手攀着壁沿，右手
将醉汉推住，和岸上的救援人员齐
心协力将醉汉拉上岸。

获救后，醉汉被送到了医院救
治，而胡杰默默换上衣服回到家
中。“回到家后发现右手中指不知
什么时候受伤了，肿起来了，蛮疼
的。”胡杰说。

醉汉深夜落江 市民寒夜救人

本报讯（记者陈朝霞 通讯
员朱燕君 王谢雪）“宁波真是
一座温暖的城市，宁波人充满爱
心，太感谢了。”一名贵州男子
昏倒在宁波街头，宁波的市民热
心救助，苏醒后他拉着救助者的
手这样感叹道。

20 日上午 10 点左右，天下
着细雨，海曙区南门街道澄浪社
区党委书记丁玲玲和志愿者正在

辖区巡查，走到尹江路澄浪桥附
近时，突然发现前面 100米处有
堆黑乎乎的东西。大家急步上
前，原来是一名黑衣男子，躺在
公交车候车亭后面的地上。

这名男子看上去 50 多岁，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双眼紧闭、
口吐白沫。考虑到昏迷者可能有
急症或摔倒伤及头部，志愿者们
不敢贸然将他扶起，于是拨打
120急救电话。

在等待120救护车的过程中，
志愿者们围成一个小圈，减少冷
风对昏迷者的侵袭。有人帮他擦
去口边的白沫和脸上的雨水，拿

来毛巾垫在他的头部；有人一边撑
伞一边脱下身上的大衣盖在他身上。

大家发现昏迷者的皮衣扣子紧
扣住脖子，还帮他解开扣子方便透
气。志愿者们发现他胸口贴有心电
图检查后的医疗标志，猜测他可能
刚从医院出来。大家只能轻声呼
唤，期盼他早点苏醒。

这期间男子的身份证从衣服口
袋里滑出，志愿者立即联系地段民
警，看是否能查到其相关信息，联
系他的亲属。

2 分多钟后，昏迷者苏醒过
来。120 救护车到达现场后，医生
初步检查诊断，认为他的身体状况

已无大碍。
昏迷者姓罗，前几天从杭州来

宁波，身无分文，还没吃饭。社区
居委会主任李合群二话没说，立即
买来盒饭，让他趁热吃下。大家还
打算带他去医院做进一步检查，被
他拒绝。

男子告诉大家，他是贵州人，
在宁波没有熟人，他本想去台州找
老乡。社区志愿者尊重他的意愿，
丁玲玲自掏腰包帮其买了一张去台
州的火车票。考虑到他身体比较虚
弱，民警送他到车站，帮他取好车
票并与火车站乘警沟通好，安排一
名民警护送他安全上火车。

“宁波真是一座温暖的城市”
一外地男子街头昏迷，宁波众多好心人相救相助

这厢花市灯如昼，人们欢声笑
语庆佳节；那边舞龙、船鼓等民俗
表演轮番上演。昨晚，镇海澥浦第
九届冬至文化节在十七房古村热闹
举行。经过美丽乡村建设后的十七
房村，在这场浪漫唯美的视觉盛宴
中惊艳亮相。图为十七房村花灯璀
璨。 （戴旭光 王珏 摄）

澥浦冬至花灯澥浦冬至花灯
惊艳亮相惊艳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