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慈溪支公司变更营业场所的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备案通过，同意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慈溪支公司

变更营业场所，现正式进行公告。

机构名称：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慈溪支

公司

机构编码：000137330282

机构住所：宁波市慈溪市逍林镇新园村汽贸大

道567号

经营区域：宁波市行政区

成立日期：2011年6月14日

颁发许可证日期：2020年1月22日

许可证流水号：0245170

机构负责人：冯锋

机构联系电话：0574-63072633

客户服务电话：95312

邮政编码：315300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

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经

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机构名称：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

机构编码：000093330200

机构住所：宁波市鄞州区樟树街515号6层（6-1）、（6-7），7层，8层（8-1） -（8-

4），惊驾路712号、汉德城公寓4号4-1

经营区域：宁波市

成立日期：2007年3月19日

颁发许可证日期：2020年1月15日

许可证流水号：0245154

公司负责人：金杰锋

联系电话：0574-27896656

客户服务电话：95510

邮政编码：315100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

害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经批准的其他业务。

关于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变更营业场所的公告
经宁波银保监局审批通过，同意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营业场所变更为“宁波市鄞州区樟树街515号6层（6-1）、（6-7），7层，8层（8-1） -（8-

4），惊驾路712号、汉德城公寓4号4-1”，特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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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畏逆行，负重坚守，朝朝暮
暮⋯⋯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
市抗疫一线的广大工作人员已冒着
时刻被感染的风险，拼尽全力，奋
战了 1 个多月。

为更好地把党组织的关爱与温
暖送达这些一线工作人员的心中，
2 月 13 日，宁波市委组织部联合宁
波日报报业集团、市卫健委，在中
国宁波网民生 e 点通平台推出“宁
波抗疫心理专线”，组织我市心理
咨询专家，开展紧急心理危机干预
和心理疏导志愿服务。截至目前，
已有近百位一线工作人员添加了

“心理专线”微信。专家们已通过
微信以及电话热线，服务 250 余人
次。

小张 （化名） 是一名刚入职半
年的年轻社工。疫情暴发后，她需
要负责三个老小区的人员进出管
理、登记、宣传工作。她说：“这
三个老小区没有物业，我们人手有
限，工作量特别大。我很想把工作
做好，但可能是由于经验不足，总
是感觉自己无法让领导和居民满
意。”小张说，连续三周的工作让
她身心疲惫，但她告诉自己，一定
要坚持下去。

“面对不理解，我该怎么办？”
专家说，这是专线求助者表达最多

的焦虑与担忧。每天大量繁杂的事
务需要即时处理，一线工作人员除
了身体上的劳累，更在心理上承受
着巨大的压力。这些天来，他们最
主要的苦恼有二：

一是一些“无畏者”的不守规
则 与 不 愿 配 合 。“ 守 在 小 区 大 门
口，我必须严格按照政府要求的规
范操作，比如登记信息、控制进出
次数、量体温、劝说戴口罩等等。
但时常会有人感到程序太烦琐而不
愿配合，不少人不遵守进出管制要
求、没有复工证明或是超出了每户
进出的次数，还一定要求放行。在
每天执勤的过程中，常常会遭遇争
执，甚至被谩骂与推搡。我们心里
真的挺委屈。”

二是因为太忙来不及回应而遭
遇各种误会。“因为人员不够，我
们除了日夜轮值，还要实时关注社
区微信群和服务热线的动静。居民
会不时地向我们反映问题，提出意
见，要求帮助。如果没有及时回
应，就很有可能引发抱怨与质疑。”

“遭遇类似矛盾的一线工作者
不只是个例。”专家说，“疫情防控
仍在关键阶段，更多工作需要大家
的换位思考。对于一线抗疫工作者
来说，配合与理解是他们最渴求的
支持。”

针对抗疫一线工作人员出现的
一些心理状况，专家们提出了五条
建议：

第一，要对所处的大环境有正
确的认识。从事长时间、高强度的
抗疫一线工作肯定会产生压力，这
是一种正常的心理现象；

第二，在负面情绪超负荷的时
候，要做好信息渠道的断舍离。多
关注一些积极的信息，比如关注下
已经治愈的病例、社会中出现的暖
心事件；

第三，工作之余做一些自己喜
欢的事。比如看一点想看但没看的
电影、看一些自己想看的书，转移
一下自己的注意力；

第四，一定要睡好子午觉。子
时就是指从 23 点到凌晨 1 点，是睡
眠的最佳时机，而午时指的是 11
点到 13 点，此时最好能抽一点时
间小憩；

第五，多吃一些山药、莲子、
百合等清心火、肺火的食物，并保
证充足的饮水。（傅钟中 海文）

负重坚守的一线工作人员，需要更多配合与理解

宁波抗疫心理专线受欢迎 刘之旺

浙江省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
行业协会人际心理治疗专业委员
会委员。擅长：睡眠障碍、抑郁
障碍、焦虑障碍、强迫性障碍、
躯体形式障碍、进食障碍等心身
科常见疾病的预防与诊治。

金 琼

宁波市心理卫生协会心理治
疗与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精神分
析学组副组长。擅长：亲子关
系、青少年情绪管理、成人情绪
障碍、亲密关系等心理问题预防
与治疗。

崔静静

宁波市红十字会心理危机干
预小组专家团成员。擅长：情绪
管理与压力调节、夫妻关系、儿
童青少年常见心理问题等预防与
治疗。

桑悦赟

宁波市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
预小组成员。擅长：抑郁、焦
虑、强迫等各类神经症，以及个

人心理发展、情绪管理、人际关
系、亲子关系等心理问题预防与
治疗。

夏佩利

副主任医师，国家二级心
理咨询师，就职于宁波市康宁
医院临床一线。擅长：团体心
理辅导、人际关系、青少年情
绪障碍、婚姻家庭咨询、抑郁
症、焦虑症、自杀自伤行为等
的认知治疗等。

李湘兰

中国心协 DBT 学组组员，
宁波市医学会科普分会青年委
员。擅长：抑郁症、焦虑症及双
相情感障碍等心理咨询，帮助患
者进行睡眠调适、情绪管理、压
力管理。

张子霁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中美
精神分析联盟 （CAPA） 会员。
擅长：个人情绪管理、压力管
理、人际关系、儿童和青少年学
习问题以及成人抑郁症、焦虑
症、恐惧症等各种神经症及情感
障碍的诊治。

专 家 介 绍

因为战“疫”，有多少相爱的人
未能在一起，而把牵挂埋在了心里。

2 月 22 日，网友“空白咯”求助：
我的女朋友是江北区的一位社工，
疫情发生后，她一直奋战在抗疫一
线。我非常思念与牵挂，度日如年，
希望领导能给长期奋战在一线的工
作人员调个休。

“我没有埋怨的意思，我明白
她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是目前
最重要的事情。感谢像我女友这样
奋战在抗疫一线的所有社区工作
者，他们真的很辛苦，很辛苦。”
小伙子说，希望疫情能早日过去，
希望所有一线工作者能平平安安，
早日回家。 （傅钟中）

女朋友在一线
已经一个月未曾相见

“能帮我八十
多岁的父母买点吃
的吗？家中已经快
揭不开锅了！贵一
些没关系，我会付
钱的！”2 月 9 日深
夜，中国宁波网民
生 e 点通群众留言
板接到了一个省外
网友的求助。

这位网友说，
她的父母家住北仑
区月季社区北仑一
村，父亲患有老年
痴呆，母亲行动不
便。平时，她都是通过网上送菜平
台，帮助父母购买生活所需并送至
家中。可是由于受疫情影响，她登
录了盒马鲜生、叮咚买菜等多个平
台，都没能给父母买上食物。

北仑区第一时间受理了这一求
助，并迅速响应。

当天中午，该区慈善总会球迷
义工大队的志愿者们就给两位老人
送去了热菜热饭、牛奶、水果、汤

圆等各类食物，还有志愿者从家中
拿来了带鱼和蔬菜。

北仑区慈善总会球迷义工大队
会长胡先生说，考虑到两位老人年
事已高、身患残疾且子女不在身
边，疫控期间，球迷义工大队将把
两位老人作为自己的定点帮扶对
象，并将在疫情结束之后，继续提
供帮助。

（傅钟中 高洁）

揭不开锅了
八十多岁老父母怎么办

民生e点通群众留言板上——

抗疫中的那些暖心事儿

“妈妈下巴脱臼，已两天无法进
食，怎么办？急求医生上门医治！”2
月 6 日中午，一位网友无奈求助。

该网友的妈妈住在奉化区河头
村的敬老院，下巴突然脱臼，没办
法进食。可疫情期间，敬老院和所
在的村庄实行了封闭式管理，无法
外出就医。

奉化获悉求助后火速受理。当
地锦屏街道马上联系河头村村委，
协调各防疫卡口的工作人员为进村
诊治的医生留出通道。街道还将这
一情况告知了区民政局，让敬老院
做好配合工作。与此同时，众多网
友纷纷转发这条求助，寻找可以上
门诊治的医生。没过多久，便有好
消息传来，一位姓周的医生回应，
他说他马上上门为老人进行志愿医
疗服务。

当天下午 5 点，雨越下越大。周
医生在敬老院的门口进行了一场特
别的口腔复位手术。

“治疗过程中，我们想给周医生
拍一张照，可他坚决不同意，于是，
我们只能从后面拍了一个背影。”她
说：“周医生坚持不肯说出自己的名
字，连一句谢谢，我们也是隔着汽车
玻璃大声喊的。周医生只说他是志
愿者，一切都是应该的。”

记者最终获知，这位周医生是
莼湖卫生院五官科的周孟军医生。
当天，他看到了同事在工作群中发
布的求助信息，就主动报名进行了
这项公益治疗。

“现在这个时候，能跟你出来见
一面的都是生死之交。”网友说，“虽
然没有拍到周医生的正面照，但他
会永远留存这个‘背影’。疫情结束
以 后 ，我 一 定 到 他 单 位 好 好 感 谢
他。” （傅钟中 高洁）

急！急！急！
下巴脱臼哪里找医生

“我妻子是新冠肺炎隔离点的
医生。前两天我突发水痘，高烧不
退，海曙区卫健局和西门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的领导得知后，冒着
被传染的风险对我进行了无微不至
的照顾，让我太感动了！”2 月 10 日，
网友王先生向中国宁波网民生 e 点
通讲述了自己的感动，并要求把这
份谢意转达给海曙有关部门。

王先生的妻子王雅波是海曙西
门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一名全
科医生，2 月 4 日前往海曙区龙观乡
的青云山庄隔离点，从事一线抗疫
工作。

可没想到的是，妻子刚离开家，
王先生就患上了水痘。海曙区卫健
局工作人员许智蕾了解这一情况
后，立马冒着被感染的危险，前往王
先生家看望，并带去了水果和蔬菜，
之后，又陪同王先生前往庄桥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求诊。

“当时我十分难受，也有些慌乱，
一个人在家不知该怎么办。是许老师
的无微不至让我壮了胆。”王先生说，

“许老师还帮忙联系了西门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的张蓉院长，张院长帮
我叫了 120，并把我送到了宁波市第
二医院，在陪我完成治疗后，又开车

将我送回了位于庄桥的家中。
张蓉院长告诉记者，除了王先

生的妻子王雅波外，医院共派出了
4 名医护人员前往海曙区的区级隔
离点工作。按照目前的要求，他们要
在里面持续工作一个月，再加上 14
天的隔离观察期，他们有一个半月
时间不能与家人见面。

“ 这 是 我 们 必 须 做 好 的 事
情。”张蓉与许智蕾说，“我们必须把
前线将士们的家属照顾好，让他们
放心！” （傅钟中）

这一份谢意
请一定帮忙转达

为更好、更多地为一线工作人
员提供暖心服务，本周起，市卫健
委将再增加 3 位心理专家。至此，
我市共有 7 位专家在线守候，以语
音、视频、文字等多种形式，与求
助者进行即时交流与沟通。服务时
间依然为每天 8:00-22:00。

服务方式：微信搜索 nbkyxlzx
（“宁波抗疫心理专线”第一个字
母的缩写） 或直接扫描二维码添加
专家为好友。

与此同时，这一专线还与卫生
行业政府公益热线 12320 相结合，
为广大市民、患者和家属提供疫期

心理健康咨询服务。您如因疑似新
冠感染、确诊住院治疗或长时间防
控隔离，产生焦虑、苦闷、烦躁、恐惧
情 绪 ，皆 可 随 时 求 助 心 理 专 家 。
12320 语音服务时间为 24 小时。

众志成城，我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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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隔离点工作的王雅波。

周医生上门为老人治疗。

志愿者将食品送给独居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