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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宁波过大年

记者 黄合 通讯员 施寒潇

守护健康！守护平安！守护
家园！随着新春的脚步越来越
近，宁波团市委、市志愿者协会
昨天面向广大青年志愿者、志愿
服务组织发起三大志愿服务行动
倡议，希望更多人在宁波过新
年，以行动践行使命，以爱心传
递温暖。

“欢乐祥和、健康安全的新
春佳节需要大家的共同守护。这
一次，我们一方面鼓励青年志愿
者留甬过新年，减少非必要外
出，另一方面也希望他们通过参
与志愿服务活动，在新春佳节获
得不一样的体会。”市志愿者协
会工作人员说。

主动深入火车站、汽车站、
地铁站、公交车站、高速路口等
重点交通区域开展春运志愿服务
活动，负责发放口罩、测温亮码、
秩序维护、乘车引导、便民服
务、重点旅客帮扶等志愿服务；

带头遵守市委市政府关于疫
情防控的各项规定，不造谣、不
信谣、不传谣，坚持戴口罩、勤

洗手、常通风、使用公筷公勺等良
好习惯，以身作则反对和抵制封建
迷信、陈规陋习、奢侈浪费等不良
现象，为身边亲朋好友作出良好示
范；

开展小区安全防范，指导居民
群众正确使用电暖气、煤炉等取暖
设施，宣传防火防煤气中毒等生活
知识和燃放烟花爆竹的有关规定，
与广大农村社区党员共同参加治安
巡查、禁赌禁毒和防范违法犯罪等
工作，完善群防群治网络；

积极深入社区、乡村、敬老
院、福利院，开展结对帮扶、看望
慰问等志愿服务活动，帮助他们解
决日常起居等生活上的实际困难，
深入社区农村、工厂企业、工业园
区等，为留守儿童提供学习辅导、
亲情陪伴和兴趣培养，带“小候
鸟”家庭开展亲子互动活动⋯⋯

行动胜于语言，形象来自示
范。有意参与的青年志愿者或组
织，可以通过宁波志愿者网和宁
波 We 志 愿 服 务 平 台 进 行 报 名 ，
并 根据自己的特长和时间，按照
组织安排，有序参加三大志愿服务
行动。

@青年志愿者和组织，留下一起“甬”献爱

记者 陈敏

上大医院挂号不易，想要挂个
大医院的专家号，更难。为解决这
一难题，我市早在 2018 年就推出
一项便民举措——大医院将 40%门
诊号下放到基层，让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首诊的病人享受省市“专家
号”专属特权福利。但记者最近采
访得知，大医院下放到基层的门诊
号中，被用掉的不足 2%。大医院
门诊号下放基层为何叫好不叫座？
记者就此进行了调查采访。

大医院 40%门诊号下放
基层，被用掉的不足2%

按 宁 波 市 卫 健 委 〔2018〕 67
号文件，自 2018 年 9 月 1 日起，二
级以上医院的普通、专科和专家门
诊号源网上开放比例达到 80%以
上，其中市属三级医院网上号源
40%以上优先向所有区县（市）级医
院、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乡镇
卫生院） 开放，区县（市）级医院网
上号源 40%以上优先向辖区内所有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开

放。按有关规定，所有向下级医疗
机构优先开放的门诊号源提前 14
天放号，3 天后剩余的未用号源回
收至共享号源池，继续供社会群众
和下级医疗机构的医生预约使用。

但是，这么一项便民举措居然
意外遇冷。宁波市第一医院门诊办
公室主任谢浩芬告诉记者，他们医
院每月下放到基层的门诊号约有
9.7 万个，但真正通过基层医疗机
构挂号的不到 2%，也就是说，另
外 9.5 万余个门诊号最终回收至共
享号源池。在李惠利医院等其他几
家市级大医院，也同样存在这一情
况。

三大原因导致门诊号下
放基层受冷遇

记者采访了多家基层医疗机
构。对于大医院门诊号下放基层后
多数被打回的情况，几家基层医疗
机构反映确实存在。

从采访看，原因主要有三：
其一，患者只认准几位知名的

专家。海曙区一名乡镇卫生院院长
告诉记者，大医院下放到基层的门
诊号中，那些知名的专家号仍然一
号难求，至于普通的或不知名的医
生门诊号，即便基层医生极力推
荐，很多患者还是不予认可。因为
这一原因，绝大多数非知名专家的

门诊号只能被打回。
其二，很多患者缺乏基层首诊

意识。通过基层医疗机构挂号大医
院的门诊号，必须先到基层医疗机
构首诊，但患者首诊意识的缺失，
导致这一挂号渠道形同虚设。造成
这一情况，有基层医疗机构的负责
人认为，首先是因为患者不信任基
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不管大病
小病，患者习惯性地往大医院跑；
其次，医保报销比例没能拉开差
距，据了解，目前，医保患者上医
院报销比例分别为三甲医院 85%、
基层医疗机构 90%，其中 70 岁以
上者为 95%，报销比例的微小差距
使得患者往往首选大医院；此外，
基层首诊约束机制的缺失，也使得
患者往往绕过基层医疗机构，有业
内人士认为，如果宁波同美国、日
本等国家一样，规定患者不选择基
层医疗机构首诊，大医院不予接
诊，那么这个问题将迎刃而解。

其三，基层医疗机构缺乏积极
性。对此，鄞州区一乡镇卫生院院
长坦言，大医院将 40%门诊号下放
到基层，看似方便了老百姓，但事
实上还牵涉双向转诊，牵涉大医院
和基层医疗机构双方的利益问题，
大医院极少将康复或慢性病患者下
转至基层，同样，基层医疗机构也
不情愿将患者上转到大医院。加上
没有相关的考核机制，基层医疗机

构自然缺乏推荐、上转患者到大医
院的积极性，这也使得很多患者不
能及时掌握信息。此外，记者在采
访中还了解到，建设县域医共体以
来，不少医共体牵头医院对医共体
内的基层医疗机构制定了上转患者
的具体指标，为了完成这一上转指
标，基层医疗机构更多地会首选将
患者上转至牵头医院，这也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大医院门诊号的利
用。

为使这一便民举措真正发挥作
用，有业内人士认为，除了加大宣
传以外，还应该对基层医疗机构实
行一定的考核机制，以提高基层医
疗机构上转患者的积极性，同时要
拉大基层医疗机构与大医院医保报
销比例的差距。

另一名乡镇卫生院院长则认
为，要推进分级诊疗，促使广大慢
性病、常见病患者首选基层医疗机
构，关键还在于提高基层医疗机构
的服务能力。大医院 40%的门诊号
下放基层，这一做法本身就有待商
榷，在他看来，大医院尤其是三甲
医院，应该重在开设疑难专家门
诊、急诊，着重处理疑难病和大毛
病，一些常见病、多发病应该下放
到基层医疗机构，而不是像现在这
样，三甲医院很多专家每天面对的
是一些普通病人，这实在是对专家
资源的极大浪费。

大医院40%门诊号下放基层，被用掉的不足2%

门诊号下放基层为何叫好不叫座？

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宁海
县委报道组徐铭怿）“公司的举
措太暖心了，今年过年不回安徽
淮北了，我和老公都愿意留下
来。”近日，在东方日升新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作了
近 4 年的李红梅主动向车间主任
报名，申请过年留在企业加班。
这几天，该公司有 450 多名员工
作出了和李红梅一样的选择。

东方日升是一家专注光伏设

备研发生产的企业。为保证正常
的订单生产任务，公司制定了一
套留工优工的措施。员工春节期
间留岗，除能正常享受节假日加
班 补 贴 外 ， 可 额 外 获 得 最 高
4600 元的补贴和奖励。春节过
后，员工还可错峰享受 10 天带
薪探亲假。

在宁波德科精密模塑有限公
司，公司在给予留企外来员工每
人 600 元的车票补贴和每天 800

元加班补贴的基础上，还准备了
10 万元经费，奖励春节期间表现
优秀的员工；浙江双宇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除了对春节期间留岗且当月
满 勤 的 员 工 给 予 3000 元 的 补 贴
外，还计划给当月生日的外来员工
过生日，目前，已有 60%以上的外
来员工表示要留下；宁波好孩子儿
童用品有限公司除了发放价值 350
元的“新春大礼包”和最高 700 元的
春节全勤考核奖外，还为员工提供

免费的一日三餐，并计划举办拔河、
爬山等文娱活动，目前已有近 200
名外来员工有意愿留在宁海过年。

除了企业推出的留工优工措施
外，宁海各部门也采取政企联合的
方式，开展留工优工、留心稳岗等
活动，营造年味。在宁波森汇达机
电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强蛟镇
发展服务办向留厂过年的外地职工
送上了“春节稳岗留才关爱礼包”。

连日来，针对贵州晴隆籍务工
人员，宁海县人社局联合宁海县

“乡音”志愿服务团成员上门走访
企业。据统计，有 35%以上的晴隆
籍务工人员表示留在宁海过年。

宁海：春节关爱礼包稳岗留才

本报讯（记者王岚 通讯员杜
蔷薇） 不仅“零断供”“零投诉”，
工业供水量还创出新高！宁波水务
环境集团下属宁波工业供水有限公
司 昨 天 传 来 消 息 说 ， 新 年 头 10
天，工业供水实现平稳供水 362 万
吨 ， 为 历 史 最 高 值 。“ 防 患 于 未
然，宁波水务环境集团启动防冻保
供水应急响应，全力开展防寒抗冻
工作。工业供水公司也提前做足做
好‘自发热’‘自保温’防护，为
保障临港大工业生产用水打下了坚
实基础。”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气缸缠上会发热的蓝丝带，制
水生产不断供。气缸是采用压缩空
气作为动力，驱动阀门进行开关的
元件。低温下，气缸中的密封橡胶
紧缩，会导致气缸漏气，且气缸内
部水蒸气在低温环境下结冰，会阻
碍气缸里活塞的运行，进而影响稳
定供水。

为稳定气缸运行，确保低温环
境下供水量与供水质量的安全与稳
定，姚江水厂开展了滤池设备防寒

抗冻措施升级改造，为滤池上阀岛
进水阀、排水阀气缸增加加热装
置：给 16 个阀岛加装 32 套加热设
备 ， 给 所 有 的 气 缸 用 上 “ 暖 宝
宝”，让设备也能温暖过冬。

升级“防寒衣”，确保供水管
道安全。工业供水户外供水管线跨
越江北区、镇海区、北仑区，公司
提前对全线近 80 公里内的各类附
属设施逐一进行认真排查。

公司更新保暖外衣，采取保
温 棉 包 裹 覆 盖 ， 外 缠 玻 璃 丝 布 ，
加涂环氧煤沥青保温。

服务“自发热”，24 小时保障
在线。姚江水厂提前检查流量计工
作状态，给计量表穿上“棉袄”，
防止电子计量器低温失灵；核对远
传数据，确保管网远程监控系统运
行正常，为管线运行异常提供数据
支撑。同时，主动加强与客户的沟
通，针对中小水量客户的易冻设
备，做好温馨提示；跟踪寒潮前后
水质变化情况，保证水压稳定，确
保供水平稳。

10天供水362万吨
宁波“速冻”模式下工业供水创新高

本报讯（记者何峰 通讯员周
其平） 昨天下午，农工党宁波市十
二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举行。会
议学习了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传达学习农工党中央十六届四次全
会精神，学习中共宁波市委十三届
九次全会精神，审议通过 《农工党
宁波市第十二届常务委员会 2020
年工作报告》，并表彰了先进。

过去一年，农工党市委会不断
提高政治站位，努力把学习成效转
化为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思
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深
化政治引领有新提高，参政履职有
新成就，组织建设有新气象，奋力
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荣获农
工党全国优秀地市级组织称号。新

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农工党市委会
发挥优势，在第一时间发出倡议，
5 位农工党党员逆行驰援武汉，一
大批党员奋战在抗疫一线，全市农
工党党员捐赠抗疫物资价值 500 多
万元，同时全面开展建言献策、复
工复产帮扶等工作。

会议号召，站在“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全
市各级农工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紧
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
共中央周围，坚定信心，开拓创
新，凝心聚力，敢于担当，为宁波
全面建成高水平国际港口名城、高
品质东方文明之都，争创社会主义
现代化先行市，作出农工党新的更
大的贡献。

农工党宁波市十二届
七次全委（扩大）会议举行

本报讯（记者何峰 通讯员董
瑞） 昨日上午，民盟宁波市第十四
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举行。会
议认真学习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民盟十二届四
中全会、中共宁波市委十三届九次
全会精神，审议通过了民盟宁波市
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决
议，并表彰了先进。

过去一年，民盟宁波市委会对
标建设“重要窗口”模范生新目标
新定位，坚定政治信念，加强自身
建设，广泛凝聚思想共识，提升参
政履职能力，各项工作取得新的进
展，获得民盟中央思想政治建设和
宣传工作先进集体、社会服务工作
先进组织等称号。面对疫情，民盟
市委会坚决贯彻中共宁波市委决策

部署，助力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两大战役。盟员奋力投
身战“疫”，踊跃捐款捐物，积极
建言献策，用实际行动展现出新时
代宁波民盟与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
勠力同心、共克时艰的政治责任和
使命担当。

会议号召，全市各级民盟组织
和全体盟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
围，按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参政党建设“四新”“三好”总要
求，不断提升自身建设和参政履职
水平，铭记合作初心，牢记时代使
命，强化责任担当，为助力宁波当
好“重要窗口”模范生、开启“十
四五”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汇聚民盟
力量。

民盟宁波市十四届委员会
七次全体会议举行

为了响应宁波市防疫人口低
流动的号召，北仑霞浦街道物流
工业社区党委专门制作“红色景
点清单”，呼吁辖区内 2350名集
卡司机留在北仑过大年。这份

“红色景点清单”内含北仑区域
内 17 个旅游景点的开放时间、
预约电话等信息。图为昨天一大
早，社区人亚先锋党员给集卡司
机发放“红色景点清单”。

（贺静丹 黄合 摄）

制作“红色景点清单”
邀请集卡司机留下来

近日，镇海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委托专业检测单位开展了“一年一
度”的城市桥梁定期检测评定工
作。本次检测的 65 座桥梁涉及中
官路、宁镇路、镇海大道等主要区

级道路，多为车流量、人流量较大
的桥梁。

目前桥梁检测工作已全部完
成。下一步，市政部门将根据检测
结果，结合每座桥梁的实际情况，
有针对性地进行养护、维护或加
固，同时进一步加大巡查力度，及
时发现并处置相关问题，保障桥梁
安全运行。 （芦懿 唐严 摄）

桥梁“体检”

倡议宣传海报。 （宁波团市委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