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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一些民营企业
在经营发展中遇到不少困难和问
题。宁波作为民营经济“重镇”，
针对民企遭遇的一些共性问题，在
降成本、助融资、破壁垒、促转
型、拓市场、保权益等方面，出台
了不少政策措施。

市里的政策措施，确定的是帮
扶民企的原则和大方向。各地各部
门具体落实时，必须对症下药，精
准施策，避免“药不对症”“挂挡
空转”。

精准必须具体，具体必须深
入。宁波民企数量众多，情况千差
万别，必然各有各的难处，所需要
的服务也是不一样的。指望“一张
药方，包治百病”，显然是不可能

的。帮扶民企，不能只是坐在办公
室里“等企业上门”，更应该迈开
双腿，有针对性地分类研究，了解
企业在人才、资金、技术、市场等
方面的痛点、难点、堵点，量身定
制帮扶措施，“一企一策”解决问
题。

“大有大的困惑，小有小的难
处。”企业规模不同，所面临的问
题和所需要的帮助不可能一样，帮
扶就不能用同一种手法。帮扶民
企，各地出台了不少含金量很高的
措施，那些大企业大多能及时了
解，从中受惠；而一些中小微企
业，好政策出台有些时日了，往往
并不了解，也不知道如何去申请。
宁波虽有 8718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
平台，但一直以来，中小微企业多
有反映，不能只是把政策“一发了

之”，还要讲得“既通俗又贴肉”，
让企业能早知晓、看得懂、用得
上。

帮扶民企，帮扶人员既要吃透
政策内容，又要摸清企业需求，努
力让两者“接上头”。像有个区出
台了退还部分行业增值税留抵税额
的政策，有企业可以一次性退税
5000 万 余 元 ， 但 若 非 税 务 部 门

“一对一”辅导企业完成数据测算
核实，企业还在为转型升级缺资金
忧心。

一家民企面临的困难，可能牵
涉多家部门，若是让企业自家了解
政策，或是只告诉企业各个部门有
啥政策，企业自己去跑腿，必然耗
时费力成本高。帮扶民企，就要加
强部门协同和政策整合，把政府眼
中的“多件事”整合为企业眼中的

“一件事”，帮助企业制订一整套的
解决方案，并“明明白白”地告知
企业。

一般认为，企业发展会经历三
个阶段：初创期、扩张期和裂变
期。企业处于不同阶段，面临的阻
碍不尽相同，解决之道也各有不
同。帮扶民企，就得确立新的服务
理念，将过去那种“我提供啥服
务，你就接受啥服务”的做法，变
为“你需要啥服务，我就提供啥服
务”。这样，才能避免落实政策

“大呼隆”“撒胡椒面”等弊端，提
高公共政策和资源的效率。

融资难是民企长期面临的问
题。要解决这一难题，给银行下

“不抽贷、不断贷、不惜贷”的行
政命令简单，摸清企业真实情况，
让银行愿贷款、敢贷款则难。下功
夫走访调研，对于那些勇于创新、
加快转型，发展潜力大、市场前景
好的企业，政府部门要敢于“站台
背书”，鼓励银行大胆放贷；对于
那些产能落后，不符合高质量发展
要求而又不愿或无力转型升级的企
业，或者是一旦有钱就挪作他用甚
至不务正业的企业，则要提醒银行
谨慎放贷。

民营经济是宁波扩大对外开放
的动力源。这次，受中美贸易摩擦
的影响，宁波一些外向型企业出口
受阻，想外销转内销，却遇到了不
少障碍。例如，有企业将视线转向

国内市场，产品品质没问题，但国
内的物流成本，有时比出口到国外
还要高；国内流行的零售商向供货
商收取名目繁多的进店费、上架
费、节庆费等，让有的外贸企业望
而却步……帮扶这类民企，如果不
是认真调研，拿不出“硬碰硬”的
措施，企业恐怕只会“无感”甚至
失望。

宁波的好多中小企业是科技创
新型企业，面临的发展问题大不同
于传统企业。有媒体报道，“员工
持股”是科技类企业留住核心人才
的有效方法，但转股会产生较大费
用，企业希望适当降低转股费用。
有企业提出，希望相关部门帮助中
小科创企业对接科技金融、风险投
资、投贷联动等投融资服务……帮
扶这些企业，既要敢于创新，为企
业松绑除障，又要善于作为，为企
业排忧解难。

帮扶民企，要认识到，是去服
务的，不是去管理的，必须树立

“店小二”意识：有求必应，无事
不扰。可以为企业出谋划策，但不
能打着调研、帮扶的幌子骚扰企
业，也不能大包大揽，干预企业的
生产经营活动。企业是市场主体，
要把市场的事情交给企业自己去
做。政府部门该做的是，依据企业
诉求，不断深化“最多跑一次”改
革，让企业办事更方便、更高效；
着力打破各种各样的“卷帘门”

“玻璃门”“旋转门”，为民营企业
发展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和充足的
市场空间。

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
自己人。把民营企业家搞得香香
的，把民营经济做得壮壮的，不是
权宜之计，而是长期方针。民营企
业旧的困难解决了，必然会面临新
的挑战。帮扶民营企业，为它们提
供服务，就不是一时的、应急的，
而是要持之以恒、锲而不舍。政府
部门将心比心、换位思考，既不缺
位 、 也 不 越 位 ，

“亲”而有度、“清”
而有为，相信民营企
业不但能像过去那样
闯过难关，而且会在
又一次突破中强筋壮
骨、发展壮大。

帮扶民企：精准才能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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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仁

年终岁末，甬城媒体报道的一
件事颇引人注目——近日，城市管
理部门走上街头，主动给自己“找
茬”。这个以“行走甬城、马路办公”
为主题的活动，通过聚焦城市精细
化管理，现场解决民生顽疾，致力
于打造更加清爽、精致、优美、有序
的城市环境。据悉，目前已上报处
置各类问题 2 万多件。这种做法，
对于当下城市治理而言，蛮有启示
意义。

找茬，通俗点讲就是“找麻
烦”；自我找茬，就是给自己找麻
烦，对自身的工作吹毛求疵地予以
批评。有道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
缘身在此山中”，认清自身确实是
一件比较难的事情，而且人有趋利
避害的本能，很容易犯“看自己一
朵花，看别人豆腐渣”的毛病。能够
把矛盾的焦点对准自己，揭自身的

“短”，找自己的“茬”，是需要一定
勇气的。

在过去的印象中，与民生息息
相关的城市日常管理方面的问题，
如道路平不平、景观美不美、街灯
亮不亮、卫生好不好、交通堵不堵
等，大多是市民通过各种渠道给管
理部门提意见，也就是这里所说的

“找茬”。此番，有关部门能够以自
我找茬的态度、精神和作风，下沉
到一线去，直面矛盾和问题，立说
立行，即查即改，消除积弊，做好找

“短板”、补“短板”的工作，这样的
举动当然要肯定。如果能有更多的
部门和单位加入进来，城市的品质
一定会有新的提升，老百姓也一定
会有更多的获得感。

我们的城市治理、公共管理，
无不是以解决问题为出发点的，而
问题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总会以不
同的形式呈现出来。对此，要么“谁
家的孩子谁抱走”，自己主动去
找，要么被动地等群众去提，或
者让媒体去曝、让领导去批。相

较而言，“自我找
茬”的治理成本
是最低的，社会
效 果 是 最 好 的 。
但 从 实 际 情 况
看，我们有的部
门和单位，还不

太善于运用这种工作方式，对不
少与民生相关的问题，往往要等群
众意见成堆了，或者是媒体曝光
了、领导批示了，才会重视，才会采
取行动。疲于“被动应付”，而非“主
动找茬”，表面上看是工作方法问
题，但从根子上看还是与认识偏差
有关。比如，在有的同志看来，主动
找茬，花的精力再大，解决的问题
再多，别人也不知道，这样做吃力
不讨好。而把领导交办或者媒体曝
光的问题处理好，才容易出成
绩，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种认
识显然是不对的。对于职能部门
而言，主动找茬，破难攻坚，提
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本身就是分
内事，何须“见机行事”？何况，你
不去找茬，“茬”就会来找你。

自我找茬，怎么找，也是有学
问的。大凡涉及公共服务的项目，
都有一个谋划、设计、建设、投入运
营和后期监管维护的过程。有些问
题，在前面几道关口，就可以发力
破解。比如，方案是否科学？有没有

“硬伤”？是否体现人性化要求？等
等。谋划、评估越充分，留下的“茬”
就越少。前期工作不到位，难免埋
下隐患。找茬，不能只当“事后诸葛
亮”，而要善于当“事前诸葛亮”。

城市治理，是一个动态的过
程，老问题解决了，新问题又会冒
出来。有些问题在这个区域解决
了，在另外一个区域可能还存在。
因此，“找茬”的工作，不可能一劳
永逸。针对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
在搞好专项整治、集中整治的基础
上，还是要建立一种常态化的问题
发现、处置机制，使各类问题能够
及时得以反应和解决。“东一榔头
西一棒子”不行，“只管初一不管十
五”更不行。

还有，我们的各级管理部门，
在忙于自我找茬、主动找茬的同
时，也不能忽视找上门的“茬”。以
前就有这种情况，有的部门对于群
众反映的问题，敷衍了事，推诿扯
皮，搞选择性回应，有的甚至把局
部性问题变成了普遍性问题，把一
般性问题拖成了治理的难题。这种
状况，是要努力避免的。否则，“一
头瞪着眼睛自我找茬，一头堵上耳
朵拒绝倾听”，就会得不偿失，也起
不到应有的效果。

城市治理要敢于“自我找茬”

屡禁不止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本报讯（记者杨绪忠 通讯员
吴培均） 昨日上午，记者从全市老
旧小区整治改造办获悉，海曙区目
前已有 9 个小区完成了物业费提
价，不少社区的物业费提价工作也
正在酝酿中。

今年 10 月，市住建委联合市
物价局出台 《指导意见》，发布中
心城区老旧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最低
收费标准：即有电梯住房每月每平
方米0.70元，无电梯住房每月每平
方米 0.60 元。此次提价就是根据

《指导意见》实施的。
记者从海曙区住建局获悉，海

曙区目前共有物业住宅项目 259
个，其中老旧小区 98 个。物业收
费普遍存在标准偏低的情况，收费

标准在每月每平方米 0.6 元以下的
物业住宅小区占全区总数的 63%。
其中，收取每月每平方米0.15元的
物业小区 20 个，每年收取 36 元至
300 元 不 等 扫 街 费 的 物 业 小 区 6
个，甚至还有不收费的物业小区 3
个，只能通过政府补贴和停车费维
持基本运营。

近年来，由于人工成本快速上
涨，水电能源费用的不断增长，物
业企业的经营成本大幅度提高，造
成服务品质不断下降，群众居住环
境及生活体验受到影响，企业退管
情况时有发生，物业公司与居民的
矛盾层出不穷，合理调整物业费迫
在眉睫。

海曙区住建局物业办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目前，海曙区已有 9
个小区完成物业费提价工作。“城
区望春街道的天一家园由0.45元提
价到 0.7 元，江厦街道的双梁小
区，南门街道的澄浪小区、万安小
区，鼓楼街道的香榭丽舍、文昌花
园都实现 0.2 元左右的提价幅度；
城西高桥镇的桂花苑、西城春天、
八方锦苑提价幅度在 0.2 元至 0.4
元。”另外，西门街道的高塘花园
正在抓紧开展提价工作，万安小区
也在积极准备新一轮提价工作。

物业费提价后，给小区居民带
来了哪些利好？记者为此走访了海
曙区鼓楼街道文昌花园。该小区是
1999 年交付的老小区，“小区物业
费先后涨了 3 次，从每月每平方米

0.3 元涨到现在的 0.85 元。”业委会
唐主任介绍，文昌花园存在着墙面
渗漏、道闸系统失灵、摄像头未能全
覆盖，以及其他公共设施损坏等问
题。在物业费涨价后，物业服务的资
金更有保障，陆续更新了道闸系统、
补种了绿化、修补了破旧的公共设
施，还增设了 11 个摄像头，做到了
小区主要道路的摄像头全覆盖，加
强了小区的居住安全系数。涨价后
的物业费缴纳率达到100%。

鼓楼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人介
绍，提价是物业管理工作的第一
步。到明年年底，力争街道三分之
一的小区物业实现提质提价；再花
三年到五年时间，力争实现整个街
道住宅小区物业的优质优价。

探索老小区物业服务提质

海曙9个老小区完成物业费提价

本报讯（记者周琼 通讯员任
社） 记者昨日从宁波市社保局获
悉，自今年 11 月，17 种抗癌药进
入医保以来，截至本月初，我市已
有 257位患者使用医保卡配取了阿
扎胞苷等 17 种抗癌药品，费用总
金额达353万元。

“此前真的已经不想再治了，
一年砸十几万元医药费，觉得太拖
累家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肺癌
患者徐先生感慨万千。徐先生正值

壮年，患病前一家人的日子也算得
上小康。但一场大病一下子击垮了
徐先生一家，徐先生好几次有过放
弃治疗的念头，都被家人死死拖
住。今年 10 月份，看到适合自己
病症的抗癌药奥希替尼降价入医
保，一家人既高兴又忐忑。“当时
不知道报销比例是多少、后续申请
流程是否复杂、医院里是不是有
药。”政策落地后，徐先生成为我
市较早一批配取这一靶向抗癌药的

参保人员。“以前光是吃这个药，
一年得掏将近十万元，现在报销后
一年药费大概两万元。”徐先生告
诉记者，这让他有了坚持下去的信
心。

记者了解到，今年年中，国家
医疗保障局抗癌药医保准入专项谈
判中，17 个治疗实体肿瘤和血液
肿瘤所必需的临床价值高、创新性
高、病人需求迫切的药品谈判成
功，进入医保体系，这 17 个药品
包括12个实体肿瘤药和5个血液肿
瘤药，均为临床必需、疗效确切、
参保人员需求迫切的肿瘤治疗药
品，涉及非小细胞肺癌、肾癌、结
直肠癌、黑色素瘤、淋巴瘤等多个
癌种。17 个谈判药品与平均零售
价相比，平均降幅达 56.7%，大部

分进口药品谈判后的支付标准低于
周边国家或地区市场价格，平均低
36%。

如治疗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
药品伊布替尼，降幅达80%。该药

（140 毫克/粒） 的中标价格为 925
元，医保结算后，患者自己只需支
付百余元，一粒药就可以比此前省
近800元。

据悉，为保障参保人员合理用
药需求，市人社局、市卫计委还联
合出台了重点保障药品政策。11
月 30 日起，包括上述 17 个药品在
内的共 53 个门诊特殊病种治疗用
药，参保人员可凭定点医疗机构出
具的门诊外配处方到 64 家定点零
售药店购药，并享受特殊病种待
遇。

17种抗癌药降价进医保
目前已惠及我市257位患者

本报讯（记者杨绪忠 通讯员
廖鑫）昨天晚间，市住建委发布消
息，随着北外环快速路九龙大道连
通工程和北环东段快速化改造工
程的建成，北环高架康桥南路至兴
海南路（全长 7 公里）段具备了通
车条件。12 月 27 日下午 2 时起，宁
波北高速口至镇海区兴海南路段
16公里实现全线通车。

北环高架宁波北高速口至康
桥南路段于 2014年建成通车，因
机场限高问题，九龙大道段高架
未能贯通，北环快速路 （康桥南
路-世纪大道） 高架暂未开放交
通。为了实现北环快速路 （宁波
北 - 世 纪 大 道） 全 线 的 快 速 沟
通，去年下半年相关部门启动了
北外环快速路九龙大道连通工

程，于今年 10 月完成建设。同
时，北环东段快速化改造工程兴
海南路西侧上下匝道全速推进，
于今年11月建成。

通车后，将取消现有康桥南
路高架调头功能，新启用压赛堰
路西侧、G329西侧、兴海南路西
侧三对上下匝道，在现有条件下
最大限度地保障高架通行。

另外，高架自宁波北方向开
往世纪大道的车辆，可由压赛堰
路西侧下匝道下高架到地面开往
世纪大道，也可由兴海南路下匝
道开到地面借道兴海南路和逸夫
路开往世纪大道。因逸夫路边为
教学区，上学放学期间交通会有
一定的拥堵，建议驾驶员由压赛
堰路下匝道下高架。

北环高架断点打通
今日下午2时起实现全线通车

本报讯 （记者王岚 通讯员
范奕齐 王佩佩） 昨天，我市

“十佳”社会公厕评选结果揭晓，
焰羊天、明州里购物中心、圣巴
里咖啡、红儿家宴、鄞州风云海
捞餐厅、宁波帮博物馆、贴阁碧
翠柏店、中鑫博勒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海曙区国际购物中心、北
仑银泰城 10家单位的社会公厕获
此殊荣。

市城管环卫部门 12 月启动

“ 十 佳 ” 社 会 公 厕 评 选 ， 从 近
1200 座社会公厕里确定 15 座入
围，再通过市民网络投票并结合
专家评定选出“十佳”。

据了解，这“十佳”社会公
厕都为如厕者提供了免费厕纸、
洗手液、热水等人性化服务，配
置了干手机、置物架、灭蚊器等
便民设施，明州里购物中心内部
卫生间还为残障人士设计了按钮
式电动移门，方便轮椅出入。

“十佳”社会公厕评选揭晓

本报讯 （记者徐欣 杭州湾
新区报道组赵春阳 卓松磊） 昨
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
济医院宁波医院、宁波市第二医
院杭州湾院区、宁波市杭州湾医
院开业试运营启用仪式暨 2018年
长三角医院管理创新论坛在宁波
杭州湾新区举行。

该项目总投资 14.5 亿元，总
建筑面积为 19.65 万平方米，设

计床位 1200 张，是我市已建成
投 用 的 单 体 投 资 额 最 高 的 医
院。

试运营期间，医院仅提供周
一至周五的日间门诊服务，2019
年3月1日起全面运营。

医院试运营后，上海仁济医
院和宁波二院将派近 200 位名医
专家常驻。届时，老百姓看名
医，不用再跑上海或者宁波市区。

仁济医院宁波医院开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