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予涵

据 7 月
3 日 《宁波

日报》民生版报道，北仑一女子
因为骑电动自行车未戴头盔发生
车祸，致使颅脑严重损伤，目前
正在ICU病房观察治疗。

看了这则新闻，笔者甚为
惋 惜 ， 假 如 这 个 市 民 戴 了 头
盔，岂会受如此重伤。近期以
来，我市大力宣传和推动电动
自行车驾驶人佩戴头盔，并免
费发放了数十万顶安全头盔。
然而，从实际情况看，骑电动
车不戴头盔的行为依然十分普
遍，由此引发的交通安全事故
更是屡屡发生。

头盔是大家熟悉的一种防护
设备，骑电动自行车戴头盔十分
必要。不久前，镇海中学师生做
了一个实验，假设一辆速度为每
小时 25 公里的电动自行车驾驶
人头部发生碰撞，从运动到静
止，驾驶人头部将受到 3吨的瞬
时重量；如果佩戴头盔，则会降

至 170公斤。由此可见，骑电动自
行车不戴头盔存在极大安全隐患，
甚至会在交通事故中付出生命的代
价。

既然头盔的作用那么大，为何
有些人就不愿意佩戴呢？原因也许
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嫌麻烦，有的
嫌热，还有的是怕破坏发型，更多
的是侥幸心理作祟，总认为事故不
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纵然不戴头盔
的理由有很多，难道这比安全和生
命更重要吗？

随着修订版《宁波市非机动车
管理条例》的实施，对骑车未戴头
盔行为不仅要严厉查处，还可能列
入征信“黑名单”，我想这不是目
的，关爱市民的生命安全才是本
意。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戴个头盔就那么难吗？

本报讯（记者陈章升 通讯员
岑俞贝 何晨薇） 采摘、分拣、装
箱……昨天上午，慈溪市周巷镇蜜
梨精品园内呈现一片繁忙的景象。
上周末以来，每天有近 2万公斤蜜
梨从这家农场销往福建、广东等
地。“我们现在摘的是翠玉梨，个
头大一点的精品梨重约半公斤，通
过礼品包装一个能卖 10 元。再过
一 周 ， 翠 冠 梨 也 可 以 采 摘 上 市
了。”农场负责人徐卫星说。

近期，随着早熟品种蜜梨采摘
上市，我市梨农迎来了丰收季。

“这周，我们都在‘加班加点’，等
待水果经销商上门收购。与去年相
比，今年的翠玉梨水分更足，肉质
更细！”慈溪花田农场负责人曹青
云告诉记者，这两年，该农场通过
科学管理和无公害种植，蜜梨的产
量、品质均稳步提升。预计今年翠
玉梨的亩产量约 2000 公斤，亩均
收入可达15000元。

周 巷 镇 是 “ 中 国 黄 花 梨 之
乡”，蜜梨栽培总面积近万亩。近
年来，该镇建立优新品种蜜梨种植
示范基地，推广棚架栽培、管道喷
药等技术，让果农们享受到农业科
技发展带来的“红利”。“与普通黄
花梨相比，‘翠玉’‘翠冠’上市
早，口感好，‘身价’高了数倍。”
周巷镇农办负责人说，前年，该镇
从省农科院引进蜜梨新品种“新
玉”。去年，这种“蜜梨新贵”每
个售价达到20元。

蜜梨产业发展离不开现代水利

设施保障。2014 年，周巷镇在新
缪路村二塘横沟开始修建“三面
光”渠道。目前，这种渠道已覆盖
该村所有农田。“以前，村里只有
又小又窄的泥沟渠。碰到暴雨或干
旱天，果园就会出现排水或灌溉问
题。”村民符伯勋说，“现在，下雨

天闸板一拉，雨水能通过‘三面
光’渠道排掉；遇到干旱天，3台
水泵同时开启，一夜之间就能灌溉
所有梨园。”

经过多年产业培育，周巷蜜梨
加快了“走出去”步伐。近年来，当地
一些蜜梨种植大户通过土地流转，

在周边地区开展蜜梨规模化种植经
营。“‘转战’外地后，梨农们进一步
提升了产业规模和效益。”该镇相关
负责人表示，种梨能手们在外承包
梨园，将本地优新品种蜜梨以及相
关检验标准推广至外地，进一步擦
亮了周巷蜜梨这张“金名片”。

地产蜜梨迎来丰收季
一个优质翠玉梨卖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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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周琼） 昨日，记
者从宁波市医保局获悉，随着宁波
市妇女儿童医院、宁波市中医院等
49 家医院接入长三角门诊就医联
网结算体系，我市的长三角门诊就
医联网结算接入医院总量由原来的
3家猛增到52家。这意味着，经过
备案登记手续后，长三角区域的医
保参保人员，将拥有更多的就医选
择。

据了解，近年来，我市医保管
理服务部门在社保一卡通领域做出
了许多努力，在异地就医结算领
域，我市始终是全国全省“模范
生”，在推进异地就医结算的过程
中，医保管理服务部门注意到，由
于地域相近、人文相亲，在我市医

保参保人员中，有三分之二的异地
就医行为在上海发生，与此同时，
持有上海社保卡的市民在宁波工作
生活的也为数众多。在长三角三省
一市协作发展的大背景下，两地医
保管理部门做出诸多努力，开始尝
试推进长三角地区的异地就医门诊
直接结算平台对接。经过多次的架
构调整和技术衔接，2018年9月和
10 月，两地实现宁波参保人在上
海、上海参保人在宁波的门诊异地
就医双向刷卡成功，市第一医院、
市第二医院和李惠利东部医院成为
我市首批长三角门诊就医联网结算
接入医院。今年来，在市、县两级
医疗保障部门、医保经办机构和相
关定点医疗机构的共同努力下，我

市长三角门诊异地就医实现再突
破，长三角门诊就医联网结算接入
医院新增49家。

记者从市医疗保障局了解到，
目前，上海市对宁波参保人员开通
异地就医门诊医疗费用直接结算的
已有 346家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具体医院名单可登录“浙里办”
APP，搜索“宁波医保通”,点击“更
多服务”，进入“上海普通门诊直接
结算医院”查看）。宁波市对上海参
保人员开通异地就医门诊医疗费用
直接结算的也达到52家。

医保部门的工作人员提醒，要
实现门诊就医的直接结算，参保人
员需“先备案、后就医”。参保人
员在上海指定医院的门诊医疗费用

凭本人社会保障卡直接结算，待遇
标准按照“就医地目录、参保地待
遇”享受，即医疗保险药品目录、
医疗服务项目目录和收费标准、医
保限定支付范围均按照就医地 （上
海） 政策规定执行；门诊自负段、
自负段以上医保基金承担比例和最
高支付限额等按照宁波医保待遇政
策执行。从宁波转外就医到上海治
疗的，医保基金按规定下浮一定比
例。

需要提醒的是，因为长三角各
地参保人员门诊特殊病种的政策差
异较大，为确保参保人员待遇享
受，门诊特殊病种就医发生的医疗
费，建议参保人员先个人垫付资金
再回宁波报销。

我市异地门诊结算“迈大步”

52家医院实现长三角门诊联网结算

本报讯（记者张燕 通讯员
李乐炯 匡志勇） 昨日 13 时 55
分，一架春秋航空飞机缓缓降落
在宁波栎社机场，宣告春秋航空
宁波-高雄航班首飞成功。

此前宁波往返高雄航班由立
荣航空独家运营，十年来一直保
持着每周2班的频次。

春秋航空新开通该航线后，
每周计划 2个班次，分别于周四
由高雄飞往宁波，周日由宁波飞
回高雄。其中宁波 8 时 50 分起
飞，高雄 12 时起飞。记者昨晚
通过春秋航空官网查询到，由宁

波起飞的该航班含税费票价为 764
元。

宁波与台湾地区的直航历史要
追溯到 2009 年。2009 年以来，华
航、立荣航空和东方航空陆续开通
了宁波往返高雄、台北、台中的航
班，每周总量达到 20 班。宁波与
台湾地区经贸往来密切，往返航班
的客座率都较高。

除了客运之外，宁波栎社机场
于2016年4月开通往返台北的全货
机航班，由顺丰航空运营。目前，
宁波往返台湾地区客货航班总量已
达每周25班。

春秋航空高雄-宁波航班
首飞成功

本报讯（记者黄程 余姚市
委报道组谢敏军） 昨天，江西省
吉安市青原区的相关人员来到余
姚进行旅游推介。记者从现场获
悉，即日起，宁波市民到有着

“东井冈”美誉的青原区旅游可
享优惠。旅游优惠政策包括：青
原山景区，凡宁波籍游客凭身份
证可享游乐园门票免费优惠，可
享旅游团队免费讲解服务；渼陂
景区和富田景区：凡宁波籍游客
凭身份证可享免门票优惠，优惠
时限两个月。

“余姚是阳明故里；青原是
阳明先生为官、讲学之地。”会
上，青原区主要负责人的一席
话，道出了两地结缘的由来。

两地的缘分，还体现在红色革
命历史上。余姚四明山有“浙东延
安”美誉，青原则是“东井冈”。
据介绍，青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
争时期前三次反围剿的主战场，东
固革命根据地是中央苏区的重要根
基和出发点，与井冈山根据地等并
称为最具特色的根据地之一，现为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现存
平民银行、二七会议旧址等多处国
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此外，青原还是唱响正气歌的
民族英雄文天祥故里和南宋名臣胡
铨故里；是庐陵文化核心区，也是

“中国下元宵文化之乡”，有渼陂古
村、陂下古村、富田古镇等中国历
史文化名村名镇。

宁波市民游“东井冈”
可享免门票优惠

本报讯（记者傅钟中 钟海
雄） 上周，海曙区旺源雅苑小区
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再次引起
了居民们对小区群租房消防安全
的担忧。记者了解到，截至目
前，海曙公安分局石碶派出所已
会同街道相关部门向 22 户群租
房房东下发了整改通知书。其中
16户群租房租户被清退，2户不
配合整改的房东被处以 5000 元
罚款。

7 月 4 日 下 午 ， 海 曙 区 公
安、综合行政执法、消防、综
治、安监等部门再次开展联合行
动，对群租房整改情况进行检
查。

在小区 5 幢 401 室，记者看
到，这套住宅被隔成了 4 间出
租，通过现场排查，确定已有一
户租户搬离。5 幢 901 室同样被
隔成了 4个房间出租，本次检查

发现，也已经有一户租户主动搬
离。执法人员现场劝说租户搬离
群租房，并表示将再次联系房
东，责令其清退租户，并还原违
规改造的房屋结构。

执法人员表示，接下来，相
关部门还将继续排查、复查，对
一些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群租房
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停电处理，对
拒不配合整改的房屋所有人进行
行政处罚。同时，欢迎小区居民
继续举报违法违规的群租行为，
以彻底消除小区的群租安全隐
患。

发现身边不文明，请您继续
通过以下方式反映：

1、拨打热线81850000
2、 微 信 搜 索 “nb81850”，

关注后直接留言
3、登录中国宁波网民生 e

点通

海曙开展旺源雅苑群租整治行动

本报讯（记者徐展新 通讯
员杨娅婷） 昨日，第 17 届中国
家博会夏季展拉开帷幕，此次展
会展览面积 4.5 万平方米，设展
位 2200 个 ， 划 分 为 建 材 、 家
具、家装、家电、家饰、房产六

座展区，展会将持续四天。
展会期间，组委会将联合厂家、

商家打造“家博严选”惠民平台，同
时继续在现场设立提供便利、维权、
质监服务的“阳光服务中心”，为逛
展市民和参展商家提供优质服务。

家博会昨日开幕

果农在梨园采摘蜜梨。 （陈章升 成文波 摄）

本报讯（易民） 因未经审批
将工业厂房改造为公寓楼，近
日，宁波明日化工物资储运有限
公司接到了一张 10 万元的“顶
格”行政处罚罚单！

从去年开始，多位网友通过
中国宁波网民生 e点通群众留言
板反映，鄞州区有一处工业用房
被违规改成了公寓楼出租住人。

去年 10 月，鄞州区综合行政执
法部门就已向涉事企业发放了责
令整改通知书，但时隔 7 个多
月，这幢被改造成公寓的工业厂
房非但没有整改，反而对外出
租。

据悉，接到举报后，鄞州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潘火中队多
次约谈宁波明日化工物资储运

有限公司及承租方公司负责人，
告知有关规定，明确如果工业厂
房改变使用性质，必须补办相应
规划许可手续，但该公司依然没
有进行整改。

之后，鄞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对此进行立案调查。经过立案、告
知等阶段，近日，该局潘火中队
下发了行政处罚决定书，“顶格”

罚款 10万元。
针对该公寓楼 10 楼、11 楼的

违建区域，潘火街道工作人员告
诉 记 者 ， 经 过 执 法 人 员 现 场 查
看，由于顶楼两层区域有电梯贯
穿，出于对房屋安全的考虑，难
以对该区域进行拆除。对此，执
法中队将以其他形式对 10 楼、11
楼进行处置。

“明日化工”被重罚10万元

海曙公安分局民警正在排查“群租房”。 （傅钟中 摄）

新 闻 追 踪

前日，鄞州东胜街道樱花社区慈善义工队联合宁波财经学院志愿
团队开展“灭癣”行动，对社区宣传窗、楼道的广告宣传品进行清
理。社区志愿者团队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持续跟进，还居民一个洁
净的生活环境。 （邱国栋 毛雯雯 摄）

社区“灭癣”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