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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海洋督察反馈意见问题整改任务完成情况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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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任务

2012 年以来，宁波市通过招拍挂方式化整为零的有 2 个区块 8 个项目。

2012 年以来，全省未批先建项目 109 个（其中交通等部门违法实施陆岛交
通码头 12 个），违法用海 3600 多公顷。

2012年以来，宁波市共有20个未批先建用海项目。

一是宁波市 8 宗案件错误认定农业填海，擅自将建设填海造地认定为农
业填海造地，少计算罚款约 91782 万元。二是宁波市 2 宗案件将填海错误
认定为透水构筑物，擅自将填海的护坡认定为透水性构筑物，少计算罚
款约 612 万元。三是宁波市的 2 宗案件擅自扣减罚款额，在无法律依据的
情况下，擅自扣除用海人已缴纳海域使用金后计算处罚金额。

浙江省 9 个国家级海洋保护区中，大部分没有设立专门保护机构，仅南麂
列岛保护区有独立管理机构和人员编制。

宁波市 4 个项目论证报告引用的海洋环境现状资料不符合导则要求。

30 个填海项目未落实水环境保护措施

整改目标

强化围填海项目审批和监管，杜绝
“化整为零、分散审批”现象。

加强海域动态监视监测和执法检
查，及时发现违法违规用海行为，遏
制未批先建、边批边建情况发生。

加强海域动态监视监测和执法检
查，及时发现违法违规用海行为，遏
制未批先建、边批边建情况发生。

严格执法，规范执法，杜绝类似情况
再次发生。

建立健全海洋保护区监管机构，加
大监管力度。

严格执行海域使用论证技术导则的
相关规定。

落实水环境保护措施，杜绝类似情
况发生。

整改措施

1. 各级政府严格执行省政府海域使用权招拍挂方案批复文件中规定的“出让海域不得与相邻其他海域实
施同一个项目”具体要求。
2.加强项目用海审查、审核，严格执行项目用海审批权限，杜绝发生“化整为零，分散审批”的现象。
3.开展调查，提出处理意见，符合追责情形的，依法依规追责。

1.加强海域动态监视监测和执法检查，及时发现违法违规用海行为，坚决遏制、严厉打击违法违规围填海行为。
2.落实属地责任，加强海洋法制宣传，增强依法用海法律意识。
3.对涉及宁波的20个未批先建的用海项目，组织开展核查甄别，提出处理意见，符合追责情形的，依法依规追责。

1.严格执行国务院国发﹝2018﹞24 号文件精神，妥善处理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
2. 建立健全并严格落实“海域动态监管”“岸线巡查”等海洋管理制度，持续开展海洋专项执法行动，及时制
止并依法查处未批先建用海项目。
3.加强海域使用、海岛保护和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宣传，提高全社会依法依规用海意识。
4.属地政府开展全面核查，提出处理意见，符合追责情形的，依法依规追责。

1.加强执法人员培训，提高涉海案件的办案能力和水平。
2.坚持涉海案件会审和集体决定制度，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3.开展调查，提出处理意见，符合追责情形的，依法依规追责。

象山县人民政府根据《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海洋特别保护区管理办法》要求，设立专门的国家级海洋保护
区保护机构，落实人员编制，加强海洋保护区管理。

1.进一步加强论证把关，严格按照国家关于海域使用论证的相关规定进行监管。
2.对不规范论证报告的编制单位和评审专家进行约谈。
3.严格执行《浙江省海域使用论证管理办法》，提高海域使用论证质量。

1.属地政府组织开展海洋功能区划内外调查，逐项梳理后进行分类处置。
2.对属于海洋功能区划外的填海项目，按照 27 项“陆域范围内批准围填海项目”的整改要求按照陆域管理。
3. 对海洋功能区划内的在建填海等其他项目，严格按照海洋环评报告生态评估要求，督促项目建设单位落
实水环境保护措施。
4.加强未开工项目的监督管理，严格按照环评报告要求做好环境保护工作。
5.加强项目的事中事后监管。

完成情况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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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敏 通讯员 李湘兰

随着医学的发展和人们对自身
健康的重视，人类的平均寿命较上
个世纪明显增加，人群中老年人的
比例越来越高。

然而，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
直接影响着他们的生活质量。记者
从市康宁医院老年门诊了解到，这
几年，前往该院就诊的老年性痴
呆、老年性抑郁患者一年比一年增
多，老年性精神疾病已经成为众多
老年朋友安度晚年的“拦路虎”，
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亟待引起人
们重视。

斯文教授频频骚扰保姆
原来是患了老年性痴呆

陈 教 授 今 年 63 岁 ， 性 格 温
和，知书达理。可是较长一段时间
以来，陈教授变得让家人越来越不
认识了，先是记忆力和听力明显下
降，脾气变得日益暴躁，甚至一不
高兴就在家里摔杯子、盆子。后
来，他总怀疑保姆拿了家里的东
西，但经过家属的调查，发现其实
是陈教授自己把东西遗忘在了某个
角落。更让家人受不了的是，一向
温文尔雅的陈教授居然频频骚扰家
里的保姆。家里人对于陈教授的变
化感到不可思议，便听从朋友的建
议，带其到康宁医院就诊。该院老
年精神科主任朱文波为陈教授进行
了细致检查，诊断为老年性痴呆。

今年 84 岁的张老太年轻时是
街道妇联主任，很是精明能干。大
概从 4 年前开始，张老太的记忆力
明显减退，发展到后来，去儿子家
的她居然迷路了。从 2 年前开始，
张老太老觉得家里的东西被人偷走
了。最近几个月，老太太的症状越
发让人难以接受，她怀疑长年卧病
在床的老伴与保姆有不正当关系，
为此，一到晚上，她就端把椅子坐
在老伴床前，彻夜不眠地盯着他。
张老太的行为将家里搞得鸡犬不
宁，儿子将她送到康宁医院就诊，
医生一检查，张老太同样患了老年
性痴呆。对于张老太的情况，该院
老年八病区副主任医师张应忠感到
很是可惜。他说，假如家人能早点
将老人家送来医院，早点进行干
预，张老太的病情不会发展得这么
快、这么严重。

张应忠医生告诉记者，在老年
精神科门诊，像陈教授、张老太这
样的患者很多。张医生进一步解
释，人到老年，身心都在发生变
化，大事干不了、小事不用干，每
天只能在“吃、睡、坐”的轮回中
周而复始。再加上子女离家工作、
自己又多病多痛，他们当中的许多
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

70 岁的陈老太经常会感到突
如其来的紧张、害怕、恐惧，随之

而来的是心慌、胸闷、气促、眼前
发黑，走不了几步路，就要在地上
蹲一会儿。这几年，家人陪着她辗
转到宁波、上海各大医院诊治，心
脏 B 超、脑电图、肠镜、胃镜⋯⋯
各种检查结果均显示正常。最终，
在医生的建议下，陈老太由家人陪
着到康宁医院老年精神科就诊，一
番检查、评估，原来陈老太的症状
属于惊恐发作或焦虑发作。

张应忠无奈地说，像陈老太这
样伴有躯体不适的焦虑障碍或抑郁
障碍患者，在门诊中经常能碰到，
他们往往拿着很多病历资料和检查
结果，反复多次在各个综合性医院
就诊，常因躯体不适的各种症状而
被误诊为其他疾病。

社会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
老人成精神疾病易患人群

记者从宁波各大医院采访了解
到，这几年，我市老年精神疾病患
者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

2019 年 8 月，我市启动了老年
人心理关爱项目，在 11 个试点社
区 （村） 开展了老年人心理健康状
况 调 查 ， 共 调 查 了 4426 名 老 年
人，获得有效问卷 3953 份。结果
表明：5.46%的受访者有轻度抑郁
症 状 ， 0.53% 有 中 度 抑 郁 症 状 ，
0.43%有重度抑郁症状；2.40%有轻
度焦虑症状，0.35%有中度焦虑症
状 ， 0.23% 有 重 度 焦 虑 症 状 ；
16.22%可能存在认知障碍。

市康宁医院于 1998 年开设老
年病房，当时的 30 张床位总是住

不满，如今床位已有 200 多张，却
经常难以满足患者的住院需求。

老年人已成为精神疾病易患人
群。对此，张应忠医生分析认为，
原因主要有三：

其一，社会老龄化程度越来越
高。据统计，截至 2018 年底，全
市 60 周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共
有 151.3 万名，占户籍人口总数的
25.1%，高出全国 7.2 个百分点，高
出全省 2.7 个百分点。而早在 2017
年底，我市 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口已占户籍人口总数的 16.2%。按
照国际通用标准，65 周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的比重超过 7%，视为进
入老龄化社会；超过 15%，视为进
入超老龄化社会。根据测算，65
岁以上的老年人中，3.21%患有老
年性精神疾病，据此，宁波的老年
性精神疾病患者已经超过 5 万人。

其二，中国社会的家庭结构已
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大家庭模
式被以核心家庭为主的多样化的小
家庭模式所取代，空巢老人和独居
老人群体日益庞大，老年人心理问
题也日益增多。

其三，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意识
在提高。张应忠医生说，几年前，
前来医院就诊的多是重型精神疾病
患者，但现在来门诊看病的，相当
部分是轻度抑郁、轻度焦虑患者。

从采访看，宁波老年精神疾病
排在前几位的是老年性痴呆、老年
性抑郁、精神分裂症和睡眠障碍。
近几年，老年性痴呆、老年性抑郁
患者越来越多。

跟以前相比，老年人心理健康
问题正日益受到重视，但是，对于

老年人的精神疾病，患者家属仍然
存在相当多的误区。张应忠医生告
诉记者，他接诊的病人中，有相当
部分已有多年病史，这些患者之前
曾在多家综合性医院辗转求诊，实
在没办法了，家属才会想到将患者
送到精神科就诊。遗憾的是，由于
耽搁时间过长，这些患者已失去了
最好的治疗时机。

关爱老人心理健康
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桌面游戏、墙面游戏、电脑游
戏⋯⋯在海曙区鼓楼街道秀水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老人三五成
群，在志愿者的引导和帮助下开心
地玩着各类益智游戏。

在社区设立老年益智科普馆，
让老年人或已有早期认知功能减退
的老人有针对性地参与益智游戏，
借助游戏、音乐、运动、艺术等多
种方式，延缓老人的认知功能减退
进程。这是我市启动失智老人关爱
项目以来，专门针对社区轻度认知
功能障碍的老年人推出的创新服务
模式。

每个人都会老，老年是人生的
重要阶段。这几年，我市对老年人
的 心 理 健 康 越 来 越 重 视 。 2013
年，宁波市失智老人关爱项目正式
启动，引进中国台湾地区经验，探
索建立宁波失智老人关爱模式。除
了设立老年益智科普馆，我市还通
过开设“记忆门诊”，不断创新干
预康复手段、推出创新服务模式。
此外，项目组还开设了失智老人照

护专区，目前已收住失智老人 151
人次。慈溪市新浦镇卫生院、镇海
区澥浦镇卫生院等基层医疗机构，
探索将失智症诊疗与家庭医生服务
相结合。

去年 11 月，宁波市启动第二
轮项目工作，市卫健委牵头联合
11 个部门发文共同推进，并将失
智老人关爱工作纳入社会心理服务
体系。全市还将统一搭建失智老人
走失找寻平台，通过信息共享，发
动全市资源找寻走失的失智老人。

为让老年人拥有一个健康的晚
年 ， 2019 年 ， 我 市 专 门 出 台 了

《宁波市老年人心理关爱项目实施

方案》。按照方案，我市将根据老年
人心理健康评估结果，分类实施心理
健康促进和干预，包括心理健康教
育、社区活动、全面提升社会支持、
随访管理和转诊推荐等 4 项策略，指
导和帮助老年人保持健康、良好的心
理状态，开展必要的干预和转诊推
荐。全市计划第一批遴选 40 名有意
愿接受规范干预的老年人，根据其心
理健康状况和需求，实施有计划、个
性化的心理健康促进和干预，并做好
档案记录，对其干预过程及效果进行
跟踪管理。

按照方案，我市将组建“三支队
伍”：老年人心理健康评估员队伍，
原则上每 80 名评估对象配备 1 名评估
员；老年人心理干预人员队伍，由精
神科医生、神经内科医生、全科医生
和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等组成，
对老年人提供专业的心理健康促进和
干预服务；老年人心理关爱志愿者队
伍，由具备一定心理健康知识和服务
技能的社会组织或个人、社会工作
者、低龄健康老年人等组成。

在政府部门重视老年人心理健康
的同时，我市关爱老年人心理健康的
志愿者队伍也在不断壮大。关爱失智
老人“阿拉伴”活动自 2016 年 3 月启
动以来，累计组织各种志愿服务数千
次，参加活动的志愿者超过 1 万人
次，惠及近千个失智症家庭。

采访中，有业内人士建议将老年
抑郁症的筛查、防治、精神关爱纳入
养老机构医疗卫生服务及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内容：一是将老年抑郁症的早
期筛查纳入退休人员体检内容；二是
建立养老机构、社区医疗机构和精神
专科机构的转介机制，发现罹患抑郁
症的老年人及时转介到精神专科医
院，做到早诊早治；三是针对养老机
构医疗服务保障人员和家庭医生开展
全员培训，掌握老年抑郁症的筛查能
力，并针对养老机构的护理人员和社
工开展精神关爱技能培训。

这几年，我市老年精神疾病患者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1998年，市康宁医院开设了老年病房，当时的30张床
位总是住不满，如今床位已有200多张，却经常难以满足患者的住院需求——

精神疾病成老年人安度晚年的“拦路虎”

遗忘综合征往往不被人们察觉
和重视，以为只是老年人记忆力衰
退的正常表现，但实际上自然的记
忆力减退，俗称健忘，和老年性痴
呆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

日常生活能力：健忘的人虽然
记忆力不太好，但像刷牙洗脸、买
菜做饭这样的日常生活通常没问
题，但是老年性痴呆患者由于脑功
能损伤严重，很多时候无法处理日
常生活或工作。

沟通交流能力：健忘的人虽然
可能会报不出新朋友的名字，但是
并不会干扰到他们的正常社交，老

年性痴呆患者则对社交活动有很强的
恐惧感，出现社交退缩的情况。

对远期事件的记忆：健忘和老年
性痴呆都有着非常明显的近期记忆丧
失，但是健忘并不会明显遗忘很久以
前发生过的事情，而老年性痴呆患者
会将一些早前发生的事情完全忘记。

情绪或行为改变：老年性痴呆患
者的情绪可以变得极不稳定，他们会
变得极为敏感多疑或非常恐惧，或越
来越暴躁、固执，有的可出现被盗妄
想、被迫害妄想等，而一般的健忘症
患者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陈敏 整理）

健忘和老年性痴呆有何区别？

康宁医院老年病区的医生们正在查房。 (陈敏 李湘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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