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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明街道面积约 5.32 平方公
里，常住人口约 5 万人，是高新
区居住人口密度较大的区域。近
几年，伴随房屋年限的增加和居
住人口的不断增长，这里的物业
纠纷日趋增多。

如何让原本矛盾不断升级的
物业公司与小区居民像鱼和水一
般“和谐共生”？新明街道想出了

“高招”，通过一系列政策激励物
业公司提升服务品质，引导居民
把小区当成自己的家，在遇到问
题时，物居双方都尝试着包容理
解和换位思考。

如今，物业公司努力提升服

务水平，居民们主动参与小区建
设，大家心往一处想，物居关系
也就跟着改善了。逢年过节，经
常有居民把刚煮熟的饺子、新包
的粽子送到物业公司和值班人员
一起分享。前不久，全市首台厨
余垃圾分类处理机落户交通紫园
小区。这台机器可以将厨余垃圾
和其他垃圾自动分离，在提高垃
圾分类准确率的同时，也减轻了
物业公司管理垃圾投放的压力，
提升了小区的人居环境。而这套
设备的引入，与小区几位热心居
民的鼎力支持密不可分。

群众是城市的主体，也是基

层工作做精做细的直接受益者，
他们发自内心的支持和参与，是
基层治理不断创新的重要一环。今
年 60 岁的罗光奖是老庙新村的一
位居民。笔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小
区里散步，见地面上有垃圾便随手
捡起来扔进附近的垃圾箱内；看见
邻居们有不文明行为，便立即上前
劝阻。“参与文明城市创建，让晚年
生活多姿多彩。”罗光奖说，他退休
后主要的工作便是和其他居民志
愿者一起“巡查”社区，对社区乱张
贴小广告、乱停乱放等不和谐现象
及时处理，不能处理的及时向社区
反馈。

人人献策献力
激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新动能”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提升群众幸福感
——高新区新明街道在主题教育中破解城市治理难题主题教育中破解城市治理难题

记者 王博 通讯员 王朝武 魏薇 摄影 王博 王朝武

“谢谢你们，我在这里住了17年，这里从来没有这么干净清爽过。”这几天，高新区新明街道丁香苑小区的王奶奶很是感慨。在王奶奶看来，

虽然住在老旧的拆迁安置小区里，但孩子上学安心、老人养老贴心、居住环境整洁舒心、邻里相处顺心，和住进高大上的商品房没啥两样。

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高新区新明街道按照“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总要求，认真对照人民群众新期待，从

群众观点、群众立场出发，多措并举细化基层工作、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满足感。

12 月 2 日一早，像往常一样，滨
江社区书记蔡报春上班后的第一件
事就是到辖区内的丁香苑小区巡
逻。看着整洁的路面、有序摆放的物
品，笔者不禁感慨：这个拆迁安置小
区看着蛮不错啊！听闻此言，蔡报春
说，“要是你之前来过这里，估计现
在都不敢认了呢！”原来，新明街道
从群众需求出发，组织机关党员干
部“挑大梁”对丁香苑小区开展环境
综合整治，小区环境面貌发生了大
变化。

丁香苑小区交付于 2002 年，共
有居民 315 户，住在这里的多是原拆
迁安置的村民和外来租户。因流动

人口多，楼梯口、楼道内处处是堆积
的杂物，泡沫箱、旧桌椅、废弃家电、
脏雨披⋯⋯反正想得到的、想不到
的垃圾在这里都能看到。

“我们前不久装走了 40 多辆卡
车的垃圾和堆积物。刚开始，为搬堆
积物，不少居民和租户不理解，我也被
骂过好几次。”滨江社区副主任缪玲燕
说。而现如今，环境整治让常住于此的
居民和租户尝到了“甜头”，他们说，小
区环境清爽了，心情也跟着变美了。

过去一年里，新明街道以党建
这根“绣花针”穿起文明城市建设的

“千条线”。
新明街道机关党员干部始终把

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提升群众获得
感和满足感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检
视问题，落实工作，放弃周末休息，
切实下沉在基层。在街道层面，街道
党工委“一班人”敢于动真碰硬，鼓
励和支持下级讲真话、揭短亮丑；在
社区层面，各社区党支部书记冲锋
在前，带头抓落实，带领群众共建美
好家园；在每一个居民小区，小区业
委会负责人、小区物业经理把改善
和提升人居环境列为中心工作，调
动广大业主和物业工作人员的主观
能动性，在提高服务水平的同时，以
心换心，共同建设美好家园。

建设美好家园
机关党员干部主动挑起“大梁”

“大家都说张医生和蔼、耐心、
医术高，周日下午来社区坐诊，我也
早早赶来。”12 月 8 日下午两点，新
明街道明珠社区绿城绿园小区，80
岁的郭爷爷带来了最新的化验单。

郭爷爷口中的张医生，名叫张剑
江，是宁波市第一医院内科的主任医
师，也是一名在职党员。自去年明珠
社区绿融支部委员会成立以来，他就
每半个月一次，每次半天，到小区义
诊。一年来，风雨无阻。

整个下午，张剑江“望闻问切”，

一刻不停，当病人们全部诊断完毕
已是下午 4 点半。这些病人主要是小
区里的中老年居民。随着病情的日
益好转，居民们成了张剑江的“粉
丝”，每月必来“打卡”。

张剑江的故事只是新明街道以
党建为引领，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
公里的一个缩影。想民之所想，急民
之所急，新明街道内 75 个党支部的
1620 名党员，坚守在服务群众的第
一线，不计回报坚持多年如一日的
用心服务群众。

清理楼道、打扫卫生，为提升小
区居住品质纷纷助力；法律援助、医
疗救助，用心帮扶每一位困难群众；
网格收集、上门征集，第一时间掌握
畅通群众诉求并在社区里的儿童空
间、老年日间照料中心默默服务奉
献。据不完全统计，过去一年里，累
计开展活动 300 多项，走访困难群众
500 余人次，认领“微心愿”55 个。这
些“微心愿”不仅帮助了辖区居民，
还为云南山区的孩子们送去电脑，
为他们插上认识世界的翅膀。

用心服务群众
千名党员坚守志愿服务“最前线”

党员干部到镇海海党员干部到镇海海
防遗址重温入党誓词防遗址重温入党誓词。。

▲高新区新明街道风貌。
◀垃圾分类桶边督导。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徐
晨燕 张林霞） 急着去医院看病，
却发现忘带医保卡或就诊卡。以往
患者只能在医院重新办一张宁波市
居民健康卡，现在只要在“浙里
办”APP 上申领“健康医保卡”，
用手机扫一扫，就可以完成医保就
医整个过程。

“健康医保卡”是电子健康卡
和电子社保卡 （医保卡） 在“浙里
办”APP 互绑融合后形成的一个动
态“二维码”。如何用“健康医保
卡”看病就医？患者在医院就诊
时，可点击“健康医保卡”首页的

“扫码就医”，在自助机、挂号窗

口、导诊台、医生诊室、药房等处
通过扫码即可完成取号、挂号、报
到、就诊、缴费 （医保结算、自费
支付） 等就医流程。这意味着，以
后上医院，医保卡、居民健康卡、
病历本、身份证、钱包，统统都不
用带了，只需一部手机、一个二维
码就能完成门诊就医所有步骤，真
正做到带上手机就能看病。

“健康医保卡”有三种支付方
式：医保扫码支付、医保移动支付
和自费扫码支付。

“健康医保卡”到底给患者就
医带来哪些便利？记者采访发现，
共有三大便利：

就医更省心。“健康医保卡”
覆盖人群广泛，包括医保参保人群
和自费人群。宁波市所有市级医院
都已开通门诊电子病历，门诊文书
都可以无纸化书写，历次的就诊记
录可以通过电子健康档案调阅，患
者不带病历本也能轻松就医。

支付更便捷。患者在支付医疗
费用时，不用去人工窗口排队，也
无需使用现金、银行卡，通过刷二
维码就能实时获取医疗费用订单并
在线完成支付。

服 务 内 容 更 丰 富 。在 浙 里 办
APP 上，除了提供“健康医保卡”的
相关功能外，还为患者提供了多种

医疗健康和医疗保障的服务，患者
动动手指，在手机上就能完成操作。

目前，宁波市 8 家市级医院：
李惠利医院、市第一医院、国科大
华美医院 （市二院）、宁大附属医
院、市妇女儿童医院、市中医院、
市康宁医院和市华慈医院都已经上
线“健康医保卡”。按今年目标要
求，到 12 月底，全市所有县级以
上医院都将支持“健康医保卡”就
医。

有了“健康医保卡”后，实体
卡能否继续使用？有关人士回答，
居民健康卡和医保卡实体卡仍然可
以使用。

告别病历本，带手机就能看病
到本月底，全市县级以上医院都将支持“扫码就医”

本报讯（记者石景）“触目惊
心！鄞州区首南街道毛家漕工业区
南侧的句章东路毛家漕工业区门口
电线杂乱无章，犹如蜘蛛网，有的还
直垂地面！”网友“海之山”在中国宁
波网民生 e 点通群众留言板中上传
的一组揪心照片引发围观。网友呼
吁，面对如此巨大的安全隐患，相
关职能部门要早点行动起来。

昨天，记者在句章东路现场看
到，毛家漕工业区门口的道路上，
电线最密集处有七八十根纠缠一
起，而让人捏了一把汗的是，一
些电线还从空中直垂地面，极易
碰到路过的行人和车辆。电线杆
上的不少电线箱上写着“联通宽
带”“长城宽带”等字样。有的标
着“安全用电”醒目大字的电线
箱玻璃破损，“门洞”大开，电线
裸露在外。

附近居民说，该处电线杂乱的
现状已经存在多年，且居民多次反
映无果。货车在夜晚被电线缠住后
拉倒电线杆的事常有发生，每年都
有七八次。事后，相关单位只调整
一下电线杆位置就算处理了，从没
对杂乱无章的电线进行进一步的整
理。

在群众留言板上，关于电线杂
乱的问题一直是网友投诉的热点，
仅今年来就有近百条。但由于电线
权属单位数量多、归属不易确定，
这类问题经常成为久拖不决的“老
大难”。

人命关天！居民们期盼，相关
单位能尽快整理该处杂乱的电线，
消除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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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边电线杂乱无章，有的还直垂地面,货车常被电线缠住拉倒电线杆

鄞州句章东路毛家漕工业区门口险象环生

上图：毛家漕工业区门口电线杆上的电线
密如蜘蛛网，有的直垂地面。

（引自网友“海之山”帖文）
左图：写着“安全用电”的控制箱“门洞”大

开，一点都不安全。 （石景 摄）

本报讯 （记者王博 通 讯 员
蔡依宁） 昨天上午，鄞州区东郊
街道居家养老中心正式开张，不
少老人赶来尝鲜享受高标准的养
老服务。

东 郊 居 家 养 老 中 心 共 三 层
楼，占地面积 1500 平方米，可为
老年人提供居家康护、社区照护、
全程陪护、床上洗浴、老年课程及

兴趣俱乐部等多项服务。
东郊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俞守华

说，他们依托宁波市康宁医院的医
疗资源，服务设施设备和医疗护理
专业团队力量更专业。“最重要的
是，除了提供常规的日托服务，还
可以提供‘喘息服务’，在儿女出
差或者不便照顾老人的日子里，为
其提供临时寄养服务。”

东郊街道居家养老中心开张

可提供老人临时寄养服务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蔡
潇）记者昨日从市卫生监督所获悉，
2019 年民营医疗机构信誉等级评
价结果出炉，共评出三星级 13 家、
二星级 460 家、一星级 749 家、无星
级 39 家。

2018 年以来，市卫生健康部门
开展宁波市民营医疗机构依法执业
质量提升专项行动，率先在全省开
展民营医疗机构依法信誉等级评定
工作。

根据民营医疗机构的人员管
理、医疗质量、处方管理、医疗废物
管理等共计 11 个信用等级管理关
键点情况，市卫生健康部门联合市
场监管、发改、医保等部门及行业协

会进行综合评价，评出三星级、二星
级、一星级及无星级单位，群众可通
过“一看”“二扫”“三监督”，根据信
誉评定结果择优就医。

据介绍，今年共对执业满一年
以上的 1261家民营医疗机构进行了
评价。“健康宁波”、“宁波卫生监督”
微信公众号查询功能已同步推出。

我市卫生健康执法部门加大违
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据统计，今
年已立案查处违法案件 435 起，责
令改正 433 户次，警告 254 户次，罚
款 387 户（人）次，罚款金额 154.13
万元，没收违法所得 7.96 万元，吊销
行政许可资质 2 起，移送司法机关 1
起。

2019年民营医疗机构
信誉等级评价结果出炉

在居家养老中心体验逛市场买菜，老人们乐在其中。 （徐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