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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今天阴有大到暴雨；偏南风2－3级；21℃－25℃

明天阴有阵雨；偏北风2－3级
今日市区空气质量预测：优至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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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高标杆扬长补短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A8版

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
员钟陶行 杨熙瑾） 49 项户籍
业务“全城通办”——昨天，我
市又有一项与群众密切相关的

“最多跑一次”新政出台。新政
实施首日，630 位市民享受到了
便利。

为方便群众就近办理户籍业
务，在江北区试点成功的基础
上，市公安局决定在全市推行户
籍业务“全城通办”。原本只能
在户籍地办理的户籍业务，如今
全市 139 个户籍窗口均能受理，
包括居民身份证办理、户口簿打

印、出生申报户口、户口迁移等共
49项。

法定工作日可受理“全城通
办”业务，其中夏令时间为 8
30-1100、1400-1630，冬
令时间为 830-1100、1330-
1600。

民警告诉记者，户籍业务办理
先要进行资料预审，受理后相关数
据在公安内部平台“跑腿”，由申请
人落户地的公安机关根据户口管理
权限进行审核或审批，审批通过后
再授权给申请地办理。一般情况
下，市六区内户口迁移等流转办理
类的申请办得比较快，当天可以解
决；市外迁入等流转审批类申请，
因需报户籍地县级公安机关审批，
办理仍需 10 个工作日；身份证换
补领等即审即办类事项则能当场办
理。

哪里方便就在哪里办

49项户籍业务
昨起“全城通办”

本报讯（记者易鹤 见习记
者张凯凯） 昨日下午，市长裘东
耀主持召开市政府第 60 次常务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宁波
市 5G 应用和产业化实施方案》

《宁波市中心城区污水治理五年
行动计划 （2019－2023）》《宁
波市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 （修
订）》。

会议指出，近年来我市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
政府的决策部署，扎实推动 5G
应用和产业发展，在网络建设、
行业应用等领域取得积极进展。
会议强调，5G 已成为全球科技
竞争制高点，要抢抓 5G 发展机
遇，坚持需求牵引、创新驱动、
重点突破、开放共享，以网络为
基础、以创新为动力、以应用为
抓手、以产业为核心、以安全为
根本，大力推进 5G 网络建设和
融合应用，加快培育 5G 核心产
业，推动 5G 应用与产业发展良
性互动，构建具有宁波特色的
5G 产业生态体系，培植数字经
济发展新优势，为高质量发展提
供坚实支撑。根据实施方案，到
2022 年，把宁波建设成为网络
设施全国领先、行业应用深度融
合、产业体系健全完善、创新能
力显著增强的 5G 创新应用和产

业发展示范区。
会议指出，全面巩固实现中心

城区生活污水全收集、污水处理全
达标，是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建
设美丽宁波的必然要求。会议强
调，要坚持行业发展与经济社会发
展相统筹、产出效能与环境需求相
匹配、产业发展与资源化利用相促
进，进一步优化污水处理设施布局
和资金保障机制、推进雨污分流改
造和污水再生利用、规范排水行
为，全面提升中心城区污水治理水
平。根据行动计划，到 2023 年，
中心城区污水处理率在 98%以上，
污水再生利用率稳定保持在20%以
上。

会议强调，今年防汛防台抗旱
形势不容乐观，各地各部门要坚持
底线思维、增强责任意识，完善组
织指挥体系，加强监测预报预警，
推进工作协同联动，全面提升应急
响应能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和社会稳定。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宁波
市地名管理条例 （草案）》《<宁
波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办
法》，听取了天一阁扩建项目前期
工作等情况汇报。

会上，与会人员集体学习了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裘东耀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

加快5G应用和产业化步伐
培植数字经济发展新优势

本报讯（记者金鹭 通讯员王
虎羽） 近日，2019 年第一批国家
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名单公布，我
市 651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居
全省前列。

截至目前，宁波已培育创新型
初创企业 12500余家，其中省高成
长型科技型中小企业 865家，培育

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1741 家，数量
均在全省名列前茅。

科技型中小企业是培育宁波高
新技术产业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基础。近年来，宁波坚持优环
境、搭平台、重帮扶、助融资“四轮驱
动”，为一大批“创新幼苗”企业快速
壮大营造了良好环境。目前，全市已

创建培育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 30
家，其中省级 8家，集聚产业技术研
究院，检验检测机构，知识产权服
务、科技金融服务等各类创新服务
平台近 600 家，让中小企业实现优
质创新资源“实时共享”。

宁波定期组织院企对接会活
动，促成科技成果与中小企业需求
精准对接。年初以来，宁波科技大
市 场 已 成 功 撮 合 近 20 项 科 技 成
果，技术交易额超 2000 万元，涉
及新材料、高端装备、智能机器人
等领域。

科研投入和系列科技扶持政策

正逐步释放红利。今年 1 月到 3 月，
全市纳入监测的 1600 家高新技术
企业完成主营业务收入 1176亿元，
同比增长 10.0%，新产品产值、出口
交货值分别为 714.2 亿元、254.1 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8.9%、14.7%。

“聚焦‘246’万千亿级产业集
群，我市将实施智团创业计划、高
新技术苗子企业培育计划等，推进
企业研发能力提升。”市科技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我市将争取
新增创新型初创企业 2000 家，新
增高新技术苗子企业 800家、高新
技术企业600家。

宁波651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入选“国家库”

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高质量发展生力军

本报讯（记者陈敏） 近年来青
蒿素在全球部分地区出现抗药性，
屠呦呦及其团队为此开展攻坚。昨
日，来自新华社的消息称，屠呦呦
团队在“抗疟机理研究”“抗药性
成因”“调整治疗手段”等方面取
得新进展。这则消息使人们再次关
注疟疾。记者昨日从宁波市疾控中
心了解到，我市已于2016年7月达
到了消除疟疾标准，但是输入性疟
疾病例每年都有发现。

疟疾，俗称“打摆子”，是指
经疟蚊叮咬或输入带疟原虫者的血
液而感染疟原虫所引起的虫媒传染
病。疟原虫在人体内破坏红细胞，
导致患者出现畏寒、寒战、发热、
大汗、热退的临床表现。易感人群
有孕妇、儿童、去过高疟区以及没

有患过疟疾的人。
历史上，疟疾曾在我国广泛流

行，经过数十年防治，我国疟疾发
病率已较低，宁波最近 1例本地感
染疟疾病例发现于 2009 年。近年
来，我市虽无本地感染疟疾病例发
生，但输入性疟疾病例每年都有发
现，患者均是往返非洲、东南亚等
高疟区的人员。

据统计，2018 年全市发现输
入性疟疾病例11例，其中恶性疟9
例。有 10 例自非洲输入 （其中在

尼日利亚感染的有6例），另1例自
大洋洲输入。

疟疾主要分为间日疟、恶性
疟、三日疟和卵形疟等四种。其中
输入性的疟疾以恶性疟为主，如诊
断、治疗不及时，有可能出现危重
甚至死亡病例。2018 年宁波某公
司一女员工就因感染恶性疟诊治不
及时而在迪拜死亡。

采访中，有关人士认为，宁波
市虽已达到消除疟疾标准，但是本
地尚有疟疾传播的蚊媒存在，如果

出现输入性病例，疟疾仍有在本地
传播流行的可能。

市疾控中心有关负责人提醒，
从 5 月份开始，随着气温的回升和
蚊子的出现，市民群众需要做好防
蚊灭蚊工作。往返非洲、东南亚等疟
疾流行地区的人员属于疟疾感染的
高风险人群，在流行区应更加注意
防蚊，一旦出现不明原因发热、寒
战、大汗等症状，应及时到当地医疗
机构或疾控中心进行疟疾检查，以
便及时诊断和治疗，避免贻误病情。

宁波已达到消除疟疾标准
但输入性疟疾病例每年都有发现

记者 陈敏

九十高龄的柳荣轩曾任宁波市
第二医院普外科主任，近日他再次
来到医院，看到先进医疗设备一应
俱全，患者秩序井然地挂号、就诊，
医生一丝不苟地为病人诊断，不由
得感慨：“新中国成立 70年，医院的
变化真是翻天覆地。”

宁波市第二医院前身为创办于
1843 年的华美医院，华美医院是我
国最早的颇具规模的西医医院之
一。1951 年 10 月 13 日，华美医院被
宁波市人民政府接管，两年后更名
为宁波市第二医院。

昔日的宁波市第二医院只有一
幢立于姚江畔的大楼，如今，该院已
有 8幢大楼；昔日，医疗器械只有听
诊器、血压计等，如今医院拥有最先
进的 B 超、CT、磁共振、PETCT 等
设备；昔日，该院只能做胃、脾切除
等一般的上腹部手术，如今该院年
诊治疑难病例数跻身全省前 10，肿
瘤、骨科等多个病种的诊疗量名列
全省前茅。

新中国成立 70年来，市第二医
院的成长历程，是宁波市医疗卫生
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据《宁波卫生志》记载，1949 年
宁波市医疗卫生机构只有 35家，其
中医院15家，拥有病床556张、卫生
技术人员 927名。2018年底，宁波市
已有医疗卫生机构 4252家，其中医
院 170 家，包括三甲医院 8 家、三乙
医院 12 家，三级医院数量、三甲医
院数量均居浙江省首位。

解放前，我市农村几乎没有医
疗机构，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农民只
能用土方子治病。如今，全市建起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 150
家，社区卫生服务站 537家、村卫生
室 1870个，城市 10分钟、农村 20分
钟医疗卫生健康服务圈基本形成。
为让农民看得起病，各地农村普遍
开办合作医疗。2017 年 1 月 1 日，我
市农村和城镇的居民统一纳入城乡
居民医保制度，从此“农村人”可以
享受同“城市人”一样的医保待遇。
来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数
据显示，我市参保人员的医保待遇
整体水平连续多年在全省和全国同
类城市中领先，目前基本实现了城
乡居民“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的
目标。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市医疗服
务能力十分有限，一般只设内科、外
科、妇产科，且医疗设备简陋。市区
医疗机构仅有小型 X 光机、显微镜
等简单仪器。曾多年投身宁波卫生
事业的裘孟阳老人回忆，那时华美
医院是全宁波最像样的医院，但也
只能做胃、脾切除等一般的上腹部
手术。

新中国成立 70年来，我市各大
医院先后创下了多个“第一”：1960
年，施行第一台心脏手术；1980 年，
施行首例断指再植手术；1982 年，
施行第一台同种异体肾移植手术；
1985 年，施行第一例心脏直视手
术；1999 年，第一例同种异体心脏
移植成功……

如今，李惠利医院每年完成心
脏手术约 550例，在全省居第三位，
鄞州二院每年实施肾移植手术约
50例。

以人民为中心，以健康为根本。
在国家的高度重视下，宁波医疗技
术水平不断提高，医疗保障力度不

断加大，宁波人的健康水平明显提
高。来自市卫健委的最新统计：2018
年，据全市人均期望寿命达到81.61
岁，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4.6 岁；全
市户籍人口孕产妇死亡率为 2.39/
10万，婴儿死亡率1.98‰，死亡率之
低在国内同类城市中处于领先水
平；全市甲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率
205.95/10 万，报告死亡率 0.63/10
万，比2017年下降18.02%。

从缺医少药到人人享有医疗保障
——党报见证辉煌大型系列报道⑤

“从团结合作中获取力量”
——记国家主席习近平2019年夏
中亚之行

1951年 10月 15日发行的 《宁波大众》，报道了华美医院员工拥护宁
波市人民政府接管的新闻。

为宁波人的为宁波人的健康保驾护航健康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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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检察机关发布扫黑除恶
“期中成绩单”
批捕638人，受理“保护伞”2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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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缘何挡不住欧洲拥抱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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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城昨日入梅
今明两天有大到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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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最多跑一次”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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