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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敏 通讯员
陈琼） 冬春季是呼吸道传染病高发
季，为了方便市民就近就诊，市李
惠利医院、市第一医院等 46 家医
疗机构开设 24 小时发热门诊。去
医院前，可先进行查询，到离您最
近的医院发热门诊就诊。

常见的冬春季呼吸道传染病包
括流行性感冒，由呼吸道合胞病
毒、冠状病毒、腺病毒等引起的普
通感冒，猩红热等。临床表现为发
热、咳嗽或咽痛等症状，部分病原
体存在比较明显的特征性病变，例
如流脑的瘀点瘀斑、猩红热的草莓
舌；许多病原体引起的症状较轻，
不经治疗即可自行康复，部分病原
体引起的症状较重，包括肺炎、急
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等。

对于某些特殊人群，如免疫力
低下人群、老年人和有基础性疾病
的人群，往往更容易出现重症病
例。

据介绍，呼吸道传染病可通过
咳嗽、打喷嚏等喷出的带有病菌的
飞沫或飞沫核进行传播。部分呼吸
道传染病也可以通过接触被患者排
出的病原污染的物品而感染。

冬春季，天气寒冷干燥等自然
因素、室内活动增加和通风不畅等
人为因素均增加了呼吸道传染病的
发病风险。

该如何预防呼吸道传染病？业

内人士建议：
一方面，尽量减少接触病原的

风险。在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季节，
易感人群应尽量避免去人群密集的
公共场所。如前往公共场所，可戴
口罩减少接触病原风险。部分传染
病暴发时，应尽量避免去高发地
区，减少感染风险。

家庭中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患
者，尽量减少与患者接触的频次和
时间，在照顾患者时要戴口罩。

日常生活中，要尽量避免近距
离接触野生动物或活牲畜；勤洗
手，咳嗽或打喷嚏后要洗手，尽量
避免用手触摸眼睛、鼻或口；经常
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注
意保持家庭和工作场所环境清洁。

另一方面，要提高自身抵抗
力。接种流感、流脑、麻疹、水痘
等疫苗，对于目前还没有疫苗可预
防的呼吸道传染病，预防重点是保
持良好的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保
持充足的睡眠、充分的营养、适量
的体育锻炼。

前往医院就诊时，请注意以下
事项：避免出现交叉感染，就诊时
应戴好口罩；主动告诉医务人员近
期是否与有发热、咳嗽等症状的患
者近距离接触过，便于医务人员准
确确定病情，采取及时适宜的治
疗；注意加强个人防护，戴好口
罩，回家后及时洗手。

我市46家医疗机构
开设24小时发热门诊

记者 董小芳
鄞州区委报道组 杨磊
通讯员 鄞纪轩

开心辞旧岁，欢喜迎新年。在
鄞州区姜山镇新张俞村，这个春节
的喜讯格外多。伴随着俞家鲤鱼漕
嘴至鄞城大道 400 米路面硬化的完
工，村民们终于告别了雨天“满脚
泥”、晴天“满嘴灰”的日子，怎
能不开心？！

完善的道路设施，是乡村发展
的基础。为什么新张俞村现在才完
成机耕路硬化？

以前的村班子思想保守，甚至

还有“乱作为”，村庄十几年都在
原地踏步！

如此这般，新张俞村也就成了
名副其实的“后进村”。眼看着隔
壁村的道路硬化了、河道修整了、
景观美化了，村民们只能干羡慕。

2017 年，村级组织换届。大
家心里都有一个梦想：要让新张俞
村“三年大变样”。

也是巧，换届后的第二年，鄞
州区探索推行基层公权力“三清
单”运行法。这让急于寻求“出
路”的新张俞村“豁然开朗”。

“三清单”运行法，是鄞州区
着眼于规范城乡基层公权力而建立
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它根据建制
村、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不同特
点，分别编制权力清单、责任清
单、负面清单和权力运行流程图，
共涉及清单 170 条、流程图 95 个，
让基层用权有了“固定路线”，群

众监督可以“按图索骥”。
“明白该干什么？要怎么干？

就看到了发展的希望。”换届后新
上任的村党支部书记陈永法清楚，

“ 三 清 单 ” 就 是 一 部 治 村 的 “ 宝
典”。

要运用好，就要先学懂弄通。
于是，在镇纪委的指导下，村

干部认真学习，把做事、用权的
“路线图”熟记于心，遵章办事积
极作为。同时，村干部将“三清
单”以漫画的形式，绘制在村里的
角角落落，并拿着小册子走村入户
讲解，让村民知制度、明监督。

推行的过程，也并非一帆风
顺。

眼看着村里上马的工程越来越
多，个别跟村里“沾亲带故”的包
工头找上门想“疏通关系”。遇到
这种情况，陈永法总是拿出“三清
单”，告知“一切按规矩来办”。

这话，不仅那些包工头不信，
连村民也心存疑虑：“估计又是摆
摆样子吧，究竟怎么做，谁知道！”

面对质疑，新一届村班子用行
动说话。就拿雁湖路改造来说，从
有想法到形成正式方案，共经历了
董事会、村民听证会、支部会议、
股东代表大会等 7 个环节，村民们
一一照着“三清单”核对，一个环
节都不落。

透明规范，老百姓自然无二
话，村子发展“跑步”前进。

农田综合开发、河道砌石、村
庄绿化、污水工程、机耕路硬化、
老厂房提升⋯⋯近两年，新张俞村
上马的工程，投入以数千万元计，
却无一例涉纪信访。

区民主法治示范村、区文明
村、区和美家园村⋯⋯如今新张俞
村村头立着的“荣誉牌”，是一个

“后进村”前进的步伐，更是“三
清单”推动基层治理最生动的实
践。

新年伊始，新张俞村不少路段
挂上了红灯笼，像百姓心中升腾着
的希望，红彤彤、暖融融。

新张俞村的新生

本报讯 （记者张燕 民航报
道组黄跃光） 为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按照统一部署，宁波机场昨
天开始对武汉进港航班人员实施
体温检测，对航站楼旅客通道等
重要场所进行全面消毒，采取相
应措施，并与相关卫生检疫部门

建立应急处置程序、信息通报流
程。

昨日，武汉到宁波航班共有 3
班 ，分 别 是 MU9658、MU2473、
CZ3837，累计共有 398 名旅客，检
测 结 果 正 常 ， 未 发 现 体 温 超 标
者。

宁波机场对武汉进港
航班人员实施体温检测

机场工作人员给旅客测量体温。 （黄跃光 张燕 摄）

我们的节日·春节春节

昨天，宁波时代广场上搭
建的“玉鼠迎新春”大型花坛
景观，为即将到来的鼠年春节
营造了欢乐、喜庆、祥和的氛
围。

（周建平 摄）

姹紫嫣红
迎新春

春节期间，部分工种的地铁建设者，将放弃与家
人团聚的机会留守工地。昨天，鄞州福明街道宁城社
区的志愿者走进轨道交通5号线中铁16局建筑工地慰
问建设者，并与施工人员一起贴春联、挂灯笼，共迎
新春佳节。 （丁安 乐宁微 摄）

地铁工地年味浓

本报讯（记者吴向正） 昨日上
午，我市举行民族宗教界代表人士
新春座谈会，来自全市民族宗教界
的 40 余位代表人士欢聚一堂，同
迎新春佳节，共商我市民族团结、
宗教和谐大计。

过去一年，我市各民族宗教团
体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
作，立足自身特点，积极开展工
作，平安建设有成效、重点工作有
突破、城市民族工作有亮点、团体
建设有加强，为服务宁波高质量发
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展示了民族宗
教界的良好形象。

会议强调，我市民族宗教界要
自觉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宗
教工作的重要论述，着力增强大局

意识和责任意识，始终保持正确的
方向；落实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要求，着力提高我市民族宗教
领域规范化法治化水平；自觉加强
团体班子自身建设，充分发挥好桥
梁纽带作用；发挥民族宗教界的独
特作用，更好地服务“六争攻坚、
三年攀高”行动，为助推宁波走在
高质量发展前列作出新贡献。

市民宗局通报了去年全市民族
宗教工作情况和今年工作安排。市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市佛教协
会、市基督教两会、市天主教爱国
会、市伊斯兰教协会等团体代表交
流工作，并就宁波改革发展和做好
民族宗教工作提出了有价值的建
议。

民族宗教界代表人士欢聚一堂

共商民族团结宗教和谐大计

记者 周琼 通讯员 董自龙

从走进市第六医院开始，挂
号、配药、结算付费、取药，整个
过程只要 3 分钟。“一部手机就可
以 ， 太 方 便 了 。” 让 倪 女 士 点 赞
的，是电子社保卡在市第六医院的
全流程通行结算。

昨天上午 9 时，市第六医院的
挂号大厅里人来人往，鄞州区人力
社保信息化建设中心和医院的工作
人员正在向前来就诊的患者介绍电
子社保卡。前来配药的倪女士决定

“试一试”。
依据操作指南，倪女士绑定社

保卡后走进了简易门诊室，掏出手
机在医生工作台上扫了一下，医生
的工作电脑上就跳出了倪女士的相
关信息，随后当值医生为她开具了
药品，再一次扫码后，一张结算单
从一旁的打印机上出来。“拿着这
张单子直接去取药吧。”当值的童
医生告诉倪女士。取好药，倪女士
看了一眼手机，整个过程只花了 3
分钟。

记者了解到，把社保卡“装”
进手机，用一个二维码通行，如今
正成为现实。本月 17 日，电子社
保卡医保结算应用在市第六医院自
主机上正式上线。

“我们医院接诊的病患大多是
急诊，经常遇到当事人没带社保卡
的情况。虽然能在现场办卡自费就
医，但之后还要开发票去医保部门
报销，很不方便。如今，前来就诊
的患者没带实体社保卡也没有关
系，只需花一分钟便能通过手机申
领电子社保卡。”六院信息科副科
长孙佩告诉记者。

鄞州区人力社保信息化建设中
心主任黄玺铭告诉记者，电子社保
卡上线以来，仅鄞州区就超过 34
万人领取了电子社保卡。宁波市第
六医院作为鄞州首家电子社保卡扫
码结算试点医院已开始推行一码结
算。预计到 3 月底，该区综合性医
院将全面启动电子社保卡“扫码应
用”，到 6 月底，当地所有的医疗
机构和药店有望实现电子社保卡全
流程扫码就诊结算。

3分钟完成就诊全流程

记者 何峰 通讯员 金奇良

昨日 6 时多，宁波航标处值班
人员接到航标应急反应任务书，虾
峙 门 航 道 有 航 标 被 撞 ，“ 海 巡
163”轮迅速驶离码头。“作为国内
最 大 的 航 标 船 之 一 ，‘ 海 巡 163’
轮担负着春运期间海上航标应急抢
修的重要任务。”“海巡 163”轮船
长曹盛告诉记者。有着多年航标抢
修经验的曹盛今年春运期间显得格
外忙碌，面对日益增加的航标数
量，他所率领的“海巡 163”轮全
体船员总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出色完成任务。

经过 4 个多小时的航行，“海巡
163”轮到达目标海域虾峙门航道。
记者在现场看到，被撞航标的顶标
和太阳能板已受损。经过近距离观
察和受损评估，曹盛和宁波航标处

运行保障科副科长杨杰商量后，决
定对其进行起吊更换作业。曹盛果
断下达了抛设的命令，随即，甲板部
船员对失常航标进行起吊作业，现
场航标员对其状态进行确认。

海上寒风凛冽，记者站在甲板
上，手指已不听使唤。船舶不停晃
动，更增加了作业难度。安装卸
扣、连接沉石、调整锚链⋯⋯每一
个动作必须准确无误，保证设备调
整严丝合缝。经过 20 多分钟的应
急处置，新的航标被吊机缓缓抛入
大海。“海巡 163”轮成功完成了
这次抢修任务后，马不停蹄前往下
一个事发水域进行抢修作业。

茫茫大海上，昼夜来往的船舶
依靠一座座航标，寻找前行的方
向。为确保春运期间海上船舶航行
安全，连日来东海航海保障中心宁
波航标处对辖区水域各类航标进行
全面巡检维护工作。截至目前，春
运期间宁波航标处对辖区内的灯
浮、灯塔、灯桩等累计巡检 502 座
次，航标失常率为零。

航标人：不畏严寒守护航路

本报讯 （记者王岚 通讯员
王馨予 金二春） 全市首家民营协
会专业服务团队——高新区民协招
商服务中心日前挂牌，将为 17000
余家民营企业提供优质服务，帮助
园区民营企业做大做强。

据悉，民协招商服务中心依托

“ 市 场 化 运 作 、 企 业 化 管 理 ” 模
式，对大到民营企业项目落地、资
源共享、人才招聘、金融平台对接
等招商、稳商、留商需求，小到工
商登记事务、知识产权维护、办公
场所管理等一揽子事宜，提供全方
位专业化服务。

全市首家民协招商服务中心挂牌

本报讯（记者何峰 通讯员张
超梁 洪莹） 日前，宁波诺力昂公
司的货物在申请原产地证书后运往
东盟。“原产地证书不但可快速实
现从备案至审核签证，还能减免国
外关税，提升产品竞争力。”宁波
诺力昂公司申报员周朝辉说，仅
2019 年下半年，镇海海关为宁波
诺力昂公司签发东盟原产地证书
448 份，签证金额 1571 万美元，预
计可为企业减免关税 78 万美元。

“因可为相关企业减免进口方
关税，原产地证书拥有‘纸黄金’
的美誉。”镇海海关相关负责人表

示。在国际贸易日趋复杂的环境下，
原产地证书的签证份数与签证金额
虽呈现下滑态势，但企业更重视优
惠原产地证书释放的关税红利。

2019 年，镇海海关为镇海外
贸企业签发各类自贸区优惠原产地
证书 8183 份，签证金额 2.17 亿美
元 ， 按 照 平 均 5% 的 关 税 减 免 统
计，为镇海出口企业减免进口方关
税 1085 万美元。

为优化营商环境，镇海海关积
极探索原产地签证模式改革，原产
地证书申报已纳入国际贸易单一窗
口免费申报平台。

原产地证书助镇海制造“走出去”
为企业减免关税逾千万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