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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敏） 余姚市阳
明街道北郊村的郑阿婆患有心脑血
管疾病，以前每个月要去大医院配
一种叫达比加群酯胶囊的药物，如
今，她在家门口的余姚市中医医院
凤山分院 （即凤山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就能配到这个药了。6月
中旬开始，余姚在市中医医院凤山
分院试点推行“共享药房”，建立
医共体范围内各级医疗机构可衔接
的用药机制，并为慢病患者用药配
送入户。

据了解，目前“共享药房”第
一期确定的共享药品是 123种，之
后根据患者需求再逐步增加。这些
药品实现了医共体范围内药品使用
联动机制。

“共享药房”主要服务流程
为：一是诊间患者自愿提出配药
需求，由签约医生评估确认申请

对象健康情况，按评估结果确定
续方时限；二是签约医生在实体
HIS 系统 （医院信息系统）“共享
药房”模块为诊间患者开具延伸
处方，患者在线下实体 HIS 系统内
完成医保结算；三是完成处方审
核和医保结算的电子处方流转至
入驻云医院平台的药品配送企业，
由其完成药品调剂和配送服务。

凤山分院及下属的 4个社区卫
生服务站临床科室全部启动“共享
药房”试点建设。经家庭医生转诊
至上级医院的签约居民，再回到社
区就诊时，可延用上级医院开具处

方中同样的药品，包括社区本地药
库中没有的非基本药品。不仅如
此，药品还能通过第三方物流免费
配送至居民家里。

试点半个多月来，“共享药
房”已累计服务 52 人次，配送处
方金额 9589 元，越来越多的患者
回归基层医院。

据了解，余姚将于 7月全域推
行“共享药房”，宁波市也将于年
内全面推开。今后，患者在基层医
院配药将更方便。业内人士认为，

“共享药房”的全覆盖，将为大医
院“减负”。

余姚市试点“共享药房”
医共体范围内用药一样，慢病患者用药配送入户

本报讯（记者董娜 通讯员颜
丙纳 付一方） 昨天上午，通苏嘉
甬跨海铁路 CZHY11 孔顺利完成
设备平台安装、定位，开始钻孔作
业。这意味着，通苏嘉甬跨海铁路
宁波段海上勘察作业正式启动。

据宁波海事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本次海上勘探位置位于宁波、
嘉兴两市海上行政区划交界处，邻
近杭州湾跨海大桥，两条线位共计
布置勘探点 19 个，其中宁波区域
有 4个。该水域海况复杂，施工面
临潮差大、流速快、流向乱等恶劣
条件，施工风险较高。

据悉，通苏嘉甬跨海铁路起自
南通，跨越长江，经张家港、常
熟、苏州城区、吴江、嘉善至嘉兴
城区，引入嘉兴南站，经海盐西设

站，跨杭州湾后，在宁波杭州湾新
区登陆并经慈溪北设站，至慈溪北
设线路所，通过联络线引入庄桥至
宁波站，并预留慈城线路所衔接拟
建的宁波西站和甬台温高铁的通道
接轨条件。线路全长 338公里，速
度目标值为每小时350公里。

通苏嘉甬跨海铁路是我国“八
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中“一纵”
沿海通道的组成部分，也是贯彻长
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的城际铁路。
项目建成后，将大大缩短宁波至上
海、苏州、北京等地的时空距离，
减少出行时间和出行成本，有望实
现宁波至苏州、上海“1小时交通
圈”，宁波至北京5小时内到达。

海事部门工作人员开展海上勘
察作业。 （颜丙纳 董娜 摄）

通苏嘉甬跨海铁路宁波段海上勘察启动
项目建成后，有望实现宁波至苏州、上海“1小时交通圈”

本报讯（记者张正伟） 电脑预
约挂号、查询电子病历，通过网络
开 展 远 程 诊 疗 …… 在 瑞 华 康 源
CEO 石丹杰看来，这还不是未来
医院的样子。“未来的医院是一个
高效智能的统一服务平台，让药
品管理、耗材管理、人员管理、

物流管理等医疗流程实现全链规
范化、智能化、便捷化。”石丹杰
说。

石丹杰和他的团队把实现梦想
的舞台放在了余姚。瑞华康源从手
术过程中的药品管理，尤其是麻醉
药品的管理入手，2013 年成功研
发出 1.0 版智能麻醉药品管理车，
一经推出便获得中国医学科学院阜
外医院试用机会。随后，智能药品
管理柜试用成功……

手术开始前，护士扫一下腕
带，智能耗材柜自动打开；取用
后，智能柜自动关上，并实时盘

点、记录，一旦发现耗材低于库存
阈值，第一时间发出预警提示。护
士长生成补货清单，传至医院器材
处审核，系统同步发送邮件或短信
给供应商、配送商，第一时间送货
……“用上智能化管理系统后，以
往医院手术室耗材短缺后，医护人
员电话催要和进出办理手续的情况
将成为历史。”石丹杰说。

围绕药品、耗材等核心材料以
及手术室、病区等核心场景，瑞华
康源不断打造物联网智慧医院和大
数据医疗服务解决方案。成立短短
5 年，相继研发了基于 RFID 技术

的耗材管理系统，落地实施了手术
室人员行为智能管理系统和医院自
动化物流运输管理系统等创新产
品。目前，瑞华康源已经拥有全套
智能化手术室整体建设方案。

“公司目前已与北京协和医
院、上海华山医院、上海瑞金医院
等数十家国内三甲医院深度合作，
正成为国内医疗物联网领域的龙头
企业。”石丹杰说，瑞华康源的下
一个目标，是在技术上帮助医院搭
建基于大数据应用分析的智能物联
网统一信息服务平台，争取明年完
成科创板IPO。

瑞华康源：物联网让智慧医院“未来已来”

成长中的“科创之星”

“七一”前夕，党员志愿者正在为“红色古道”几个字刷上红漆。海曙阳光公益中心、市公交总公司、中北
文明出租车队一行志愿者日前来到海曙区横街镇海拔400多米的惠民村，举行“不忘初心，徒步红色古道”教育
活动，志愿者们清理沿途垃圾，还对郑惠民等6尊烈士雕像进行了清洗。

（胡建华 吴敏亮 摄）
永不褪色

本刊讯（记者金鹭 通讯员
张落雁 梁黎） 昨日，7 个项目
在江北集中开工。这些项目计划
总投资 173 亿元，涵盖文化创
意、先进制造、城市总部经济、
区域有机更新等，年度投资约
39亿元。

全市首个真空技术产业研发
中心启动建设。该项目由宁波中
策动力集团和日本爱发科集团合
作，计划投资 2亿元。项目首期
将投资建设 5万平方米的数字化
智能工厂和产业研发中心，打造

集“研发+投资+产业化”为一体
的真空技术产品智能制造协同创新
平台，每年完成科研项目 40 项、
专利30项。

同时，参与本次集中开工的还
有湾头地区中铁建项目，姚江新区
启动区 1 号、2 号地块，江北核心
区槐树路6号地块等项目。

据江北区重点办负责人介绍，
下一步将全力为集中开工项目做好
保障服务，协调推进项目建设进
度，确保所有项目提速增效，早日
竣工投产。

江北7个项目集中开工
计划总投资173亿元

本报讯（记者孙佳丽 通讯
员戴淑君 陈滢） 近日，在宁波
邮局海关的报关大厅，市民李先
生特意请假来办理“海淘”邮件
的清关手续。在听了海关关员关
于网上办理清关手续的介绍后，
他开心地说：“直接在网上办
理，那可方便多了。”

伴随着跨境电子商务的蓬勃
发展，越来越多的市民通过“海
淘”购买了质优价廉的商品。过
去，由于部分邮件申报不实、面
单填制模糊等原因，海关会对这
些进境邮件进行暂留待申报处
理，这时就需要收件人到现场来
提供发票、成交记录等单据，说
明情况，才能办理清关，费时费
力。如今，收件人“跑零次”即
可完成缴税收件。

“市民收到短信后，根据短
信提示，登录中国邮政的个人邮
件代征税系统申报，提供真实完

整的资料，海关审核通过后，市
民就可以完成在线缴税。整个流
程最快只需要 20 分钟，节约了大
家来现场办理手续的时间成本和
交通成本。”宁波邮局海关综合业
务科郑健科长介绍，除了申报、
缴税，该系统还可以在线实现个
人进境邮件的查询、退运等操作，
可以说进境邮件涉及的各类业务均
能足不出户在网上办理。

自 2016 年宁波国际邮件互换
局正式投入运营以来，宁波地区
的进出境邮件可直接在本地完成
海关监管手续。截至目前，宁波
邮 局 海 关 已 监 管 进 出 境 邮 件 超
3700 万件，日均监管邮件量 3 万
件 ， 单 日 进 出 境 邮 件 最 高 突 破
13.2 万件。下一步，宁波邮局海
关将根据物品完税价格的审定，
继 续 提 高 “ 直 接 征 税 ” 操 作 比
例，提高收件人“跑零次”缴税
收件比例。

20分钟可办完清关手续
宁波进境邮件涉及的各类业务均能在网上办理

本报讯（记者王珏 通讯员
方园园 袁晓君） 昨天傍晚，家
住镇海招宝山胜利路社区的戚女
士，将两叠厚厚的纸箱塞进了小
区垃圾分类智能回收箱。随即，
回收箱的另一格口里“吐出”了
4.2元。“垃圾回收十分便捷，也
不用担心回收箱容量问题。”戚
女士告诉记者，一旦回收箱出现
饱和，就会发出报警声，工作人
员立即上门取走垃圾。

“过去，垃圾的分类和再生
资源回收分别由不同的部门和渠
道来处理，分属于两张网络，容
易造成‘利大抢收，利小不收’
的局面。”区垃圾分类办相关负
责人介绍，镇海通过设置智能回
收箱并结合人工流动回收方式，
将分类和回收的渠道进行融合。
目前“两网融合”做法在居民小
区实现全覆盖。经分类后的可回
收物，由专业单位进行收运、分
类处理，实现合理资源化利用。

今年 3月，镇海区携手宁波

供销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简称
“搭把手”回收公司），在居民小区
设置垃圾分类智能回收箱。回收箱
设有废纸张回收、废织物回收、废
塑料回收、废玻璃回收四大功能，
居民可根据废品属性进行分类投
放。截至目前，全区各镇 （街道）
共设置有 84 个智能回收箱、两个
集装箱人工点和 1个规划用房人工
点。

对因场地限制无法设置智能回
收落地设备的小区，则采取流动回
收方式。即由“搭把手”与小区建
立“定时、定点、定车”回收机
制。此外，针对年纪较大的、腿脚
不便的居民群体，“搭把手”通过
预约式上门回收满足居民需求。

仅 6 月份，全区共收集纸张、
玻璃、塑料、金属等物品总计近 9
万公斤，兑换成现金近 6万元。与
此同时，该区不断加强再生资源回
收体系建设，启用全新的再生资源
分拣中心，实现对废旧回收物的细
分处理。

“一站式”实现垃圾分类与再生资源回收

镇海居民小区
“两网融合”实现全覆盖

近日，象山县税务局“小百灵”纳税服务队远赴龙元建设集团在广
州的某项目工地，在脚手架下为工地负责人进行减税降费政策辅导。今
年4月1日起，建筑企业增值税税率从10%降到9%。县税务局服务队至
今已累计走访建筑业及房地产企业 120 多家，现场解答企业涉税问题
120多条，并为相关企业办理退税。

（沈孙晖/文 冯海娜/摄）

千里送辅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