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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国民心理健康越来越
受到重视。2019 年 9 月，浙江省十
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 《浙江省精神卫生条例》，
在国内率先将心理健康体检纳入体
检常规项目。条例实施已有一年
多，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宁
波，参加心理健康体检的单位和个
人渐渐多起来，但相对于每年数量
巨大的体检者来说，开展心理健康
体检的单位和个人仍是极少数。

心理健康体检人数虽
增多，但仍是极少数

这几天是宁波市康宁医院 530
多名员工体检的日子，与往年不同
的是，今年体检增加了一个项目
——心理健康体检。康宁医院院长
边国林告诉记者，作为精神专科类

医院的员工，大家尤其清楚心理健
康体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所以心
理健康体检项目一推出来，就受到
了大家的欢迎。

其实，这两年尤其是浙江省将
心理健康体检纳入体检常规项目以
来，开展心理健康体检的用人单位
逐渐多起来。康宁医院心理测验科
主任谢曙光介绍，虽然没有一个具
体的统计数据，但与前几年相比，
现在来康宁医院做心理健康体检的
单位、个人数量明显增加，主要是
学生、教师，以及一些特殊行业人
士，如民航、银行、武警、消防
等。这两年，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开
始加入心理健康体检行列。

据统计，2019 年有 8 家企事业
单位与康宁医院签约，对员工开展
心理健康体检；2020 年签约的企
事业单位增加到了 30 家。

尽管与前几年相比，参加心理
健康体检的用人单位和个人在增
加，但业内人士坦言，相比于每年
宁波数量巨大的体检者，参加心理
健康体检的仍是极少数。而且目前
心理健康体检主要集中于康宁医
院，其他综合性医院几乎未开展这
一项目，而且大部分医院目前不具

备开展心理健康体检的条件。

心理健康未被纳入体
检项目有多方面原因

“心理健康体检的概念不是这
两年才出现的，但在像单位员工体
检这样的大范围体检中，它一直没
能得到普及推广。对很多用人单位
来说，他们选择心理健康体检，主
要是为了筛选人才或选拔储备干
部，看这个人是否适合当下的岗
位，而不是真正帮员工排查心理问
题。”谢曙光在接受采访时说。

采访中，有家 IT 公司负责人
坦言，在员工心理健康方面，他们
公司是吃过亏的。公司曾经录用了
一名魏先生，没多久，魏先生就因
为专业技术过硬、工作认真负责，
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成为公司一个
关键部门的骨干。美中不足的是，
魏先生性格比较内向敏感。一段时
间后，魏先生因犯了过错受到处
分，并在公司股权分配中受影响。
情绪失控的魏先生三番五次到人事
经理办公室闹事，甚至大打出手。
更让公司同事感到意外的是，魏先
生居然还在家里轻生未遂。公司感

到事态严重，将魏先生送到康宁医
院进行心理健康检查，结果发现
魏先生有严重的抑郁症，并且有
偏执型人格问题。这名负责人告
诉记者，自此以后，每年录用新
员工，公司都会增加一项心理健
康体检。

边国林认为，心理健康体检
未能真正纳入体检常规项目，有
多方面原因。其一，用人单位对
职 工 心 理 健 康 普 遍 不 重 视 ； 其
二，民众缺乏心理健康意识，存
在一些偏见，不少上班族甚至对
心理健康体检持有顾虑。记者在
宁波市第一医院体检中心采访时，
有一名女士就直接表示，她不会在
单位体检时做心理健康体检，如果
真被查出抑郁症或者其他心理问
题，怎么办？因为心理问题很容易
被误解成精神病。

不过，采访中，多位业内人士
认为，虽然目前心理健康体检开展
得并不理想，但无可否认，在心理
健康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大环境下，
心理健康体检纳入常规体检是必然
的趋势，随着民众心理健康意识的
提高，越来越多的宁波人将会接
受、习惯心理健康体检。

心理健康体检，期待民众重视

本报讯（记者陈章升 慈溪市
委报道组张天叶 通讯员宋镇宇）
无需担保，慈溪小微企业可凭专利
权向银行申请贷款。去年，宁波均
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收到银行发放
的 200 万元贷款，享受到专利权质
押融资政策红利。“当时，这笔钱解
了我们的燃眉之急。知识产权变成

‘真金白银’，给公司发展注入‘助
推剂’。”该公司总经理何宏祥说。

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问题，是慈溪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的
缩影。去年以来，慈溪采取优化政
务服务、专项工作扶持、金融精准
赋能三大举措，为民营经济发展破

梗阻、强活力，助力小微企业高
质量发展。其间，该市一年新增
近 7000 家 小 微 企 业 ， 同 比 增 长
11%， 新 增 股 份 公 司 数 居 宁 波 首
位，被评为浙江省 2020 年“小微
企业三年成长计划”工作优秀县

（市、区）。
针对小微企业线下办事网点

少、距离远等问题，慈溪去年在宁
波率先实现小微企业登记服务镇级
全覆盖，面向有潜力的个体工商户
建立“个转企”事前、事中、事后
全程服务帮扶机制。“以前在新浦
只能办理个体户注销手续，后续流
程还得去逍林市场监管所完成。”

慈溪市新浦达裕纺织制成品厂负责
人说，他通过“企业开办全程网上
办 平 台 ” 完 成 个 体 工 商 户 注 销 、

“个转企”名称自主申报等申请，
在新浦市场监管所享受到一站式服
务，领到“升级”后的公司营业执
照。

为推动小微企业发展质效提
升，去年以来，慈溪市场监管、经
信等部门单位建立小微企业县级培
育库，通过大数据筛选、实地上门
调研、组织入库培训等举措，累计
完成企业入库 1595 家；建成集教
学辅助、评价监管等功能于一体的
职业技能提升综合管理平台，完成

小微企业职业技能培训近 6200 人
次；建立小微企业纾困帮扶机制，
发放“两直”资金补助、减免税
费，惠及小微企业 13.26 万家次。

厚植高质量发展沃土，民营经
济活力迸发。去年，慈溪各类市场
主体总量突破 18 万户，在宁波各
区县 （市） 中位列第一，新增“个
转企”603 家，“企进规”工业 155
家、商贸 114 家。今年，该市将启
动小微企业新三年成长计划；加快
打造企业创新主体，大力培育创新
型企业梯队；启动“科技独角兽”
工程，筛选“专精特新”企业建库
培育等。

优化政务服务 专项工作扶持 金融精准赋能

慈溪一年新增近7000家小微企业

本报讯（记者王博 通讯员鲍
丹萍） 俗语有云“二月二，龙抬
头，大家小户使耕牛”，寓意敬龙
祈雨、保佑丰收。鄞州区云龙镇昨
天召开“二月二龙抬头”龙舟主题
新闻发布会，将为广大市民奉上一
场龙舟盛宴。

据介绍，这是该镇首次开展
“二月二龙抬头”大型民俗活动。
活动举办时间为 3 月 14 日 （本周
日，即农历二月初二），设置一个
主会场、两个分会场。主会场位于
云龙镇龙舟基地内，分会场分别位
于前徐村和甲村。届时，将有 18
支龙舟队的 238 名龙舟队员参与。
其中，水上龙舟巡游途经 18 个村
社，岸上设置美食展销区，村村参
与，啦啦队夹道欢迎，预计参与人
数达到 2 万人次。

与以往龙舟活动不同的是，本
次活动线路设置更加人性化。水上
巡游航线 37.13 公里，18 支队伍在

龙舟基地巡游后分成两组，一组去
往甲村片区，一组前往云龙片区。

除了看龙舟巡游，大家还能品
尝美食。在前徐村和甲村，将分别
举办美食展销活动，烤麸、豆酥
糖、猪油汤团及各种甬式点心琳琅
满目，一定能让您大饱口福。

“我们是全市首个通过体育运
动推进全域精细治理的乡镇，这场
龙舟主题活动将以‘文化+旅游+赛
事’相融合的方式，把龙舟活动融入
到旅游文化中，通过龙舟活动激发
乡村活力、推动乡村振兴。”云龙镇
党 委 书 记 洪 峰 说 ，镇 里 已 经 投 资
2000 余万元拓宽长山江水面，不仅
打造了沿岸龙舟活动看台、健身步
道等全民健身设施，还修建了龙舟
训练基地和龙舟陈列馆。接下来，还
将投资 1.2 亿元推进前塘河云龙段
整治提升工程，建设双向 15 公里贯
通绿道，提升滨水景观，让河道成为
居民休闲娱乐的汇聚之地。

本周日18支队伍水上巡游37.13公里

云龙“二月二”龙舟盛宴邀您来看

云龙镇曾多次举办龙舟比赛。（资料照片） （徐能 鲍丹萍 摄）

记 者 陈朝霞
通讯员 张昊桦 崔 宁

昨天一早，在海曙区段塘街道
北 宸 府 小 区 ， 挖 掘 机 奋 力 挥 铲 ，
没多久，1800 平方米的原地面停
车位被填上土壤，居民和物业代表
携手种下树苗，将把这里打造为小
区绿地。这是北宸府小区成立小区
自治服务站后，开展的首个居民自
治项目。

为打造共治共享社区治理共同
体，去年年底，海曙将建立小区自
治服务站作为社区治理体制机制改
革的关键一环。至今，海曙各小区
自治服务站陆续建立，因地制宜地
发挥着引导居民自治的积极作用。

小区自治服务站建成后，成立
小区党支部和理事会并选出理事会
成员，理事会成员来自居民、物业
人员、片区网格员，履行收集群众
诉求、协商议事、入户宣讲、联络
联谊等职能。小区自治站能解决的
事，居民自治解决；解决不了的
事，上升到居委会、街道层面进行
多方面解决。

目前，段塘街道已在北宸府小
区、南塘花园、宁兴小区等 4 个小
区先行试点建立自治服务站。其中
北宸府是刚交付的小区，配备了地

下停车场，有居民提议“将地面停
车场改为绿地”后，大家达成共识
并通过投票确定了“小区复绿”的
项目，该项目将于 4 月中旬完成。

在石碶街道东方苑小区，自治
服务站成立后，不仅邀请街道内其
他 8 个兄弟社区为小区居民自治项
目提供可行性意见和建议，还向居
民征集基础设施改造等民生项目，
得到了居民的热烈响应。大家提出
对小区公共广场进行提升改造、增
设无障碍设施设备、改造长廊等建
议，还就小区停车、环境卫生、矛
盾调解等问题提供了很多“金点
子”。

“有了小区自治站，居民能够
主动参与家园建设，一起协商、共
同决策完成自治，社区居委会的工
作压力减轻了，邻里间的感情也更
好了。”段塘街道洞桥 （小漕） 社
区党委书记郑艳表示。

“街道、社区搭台，我们有信
心把小区打造得更好。”东方苑小
区居民朱师傅表示，最近他正和
几名老邻居一起商量怎么解决小
区内停车难的事，并将在小区居
民自治服务站开展的意见征集会
上进行沟通交流，“小区是我家，
居民自治服务站让我们主人翁意
识更强了”。

让居民能够主动参与家园建设

海曙有了小区自治服务站

记 者 黄 合
通讯员 贺静丹 梅冰馨

9日，北仑区霞浦街道人亚广场，
一场关于“我为群众办实事”的投标
认领活动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

“预约检修电路”“督导垃圾分
类”“播种红心农场”“助力河道清
洁”“疏导交通拥堵”⋯⋯百余名
辖区党员、预备党员、入党积极分
子，在完成打卡学习和现场体验
后，分批次分时段现场认领“一件
民生实事”。

“从项目发布、党员投标到认
领实施，我们希望更多基层党员可
以将百年党史学习与开好时代新局
相结合，将党员党性锤炼体现在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上，体现在践行
自己的为民初心上。”霞浦街道党
工委有关负责人说。

“我是一名水电工，电路检修

我可是行家。”青年党员陈军说，
“没想到这次在学习党史知识的同
时，还能发挥我的一技之长，用投
标认领的方式为身边群众做力所能
及的小事，我的干劲十足！”

据悉，为了做好党史学习教
育，霞浦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一口气
推出了“3＋N”党员教育套餐模
式，包括进行一次党史学习、聆听
一堂主题党课、认领一件民生小事
3 种“教育主餐”，以及重温一次
入党誓词、参观一次党章学堂、完
成一场学习排位、观看一部红色影
片、吟唱一首红色歌曲等多种“特
色辅餐”。

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创设新
型党员教育管理方式，全面落实新
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把基层党建
关于强化基本队伍建设的一系列新
部署新要求落到实处，推动学习教
育走深走实、落地见效。

北仑霞浦党员教育“边学边做”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投标认领活动

昨天上午，宁波建工党史知识宣讲员来到在建的惠贞高级中学项目工
地，为项目党员和外来务工人员开展主题党史知识宣讲，向一线的工程建
设者宣传党的奋斗史和创业史，进一步增强他们的爱国爱党意识。据了
解，宁波建工党委组建了一支超过 20人的党史知识宣讲团队，以各级党
组织负责人为主要宣讲员，下工地、进车间，让一线员工重温老一辈共产
党员的光荣事迹。 （陈结生 忻佳璐 摄）

党史知识宣讲进工地

本报讯（记者何峰 通讯员胡
青蓝） 昨天上午，梁弄巾帼法治文
化园在横坎头村开园。据悉，这
是余姚市第一个集妇女儿童法治
宣传、亲子娱乐为一体的农民公
园。

梁弄巾帼法治文化园位于横坎
头村，原为村中的一块废弃地。去
年，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村里投入
人力物力将废弃地整理建设成农民
公园。镇村两级妇联积极建言，建
议因地制宜，把公园打造成为妇女
儿童法治宣传阵地。

记者看到，巾帼法治文化园内
绿草如茵，两边各有 6 块宣传牌，
一侧宣传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内
容，另一侧则宣传妇女法治的相关
内容。

“在横坎头村建立巾帼法治文
化园，将红色基因与妇女儿童权益
保护有机结合，赋予了红村不一样
的色彩，一条‘传承红色基因、深
化蓝色维权、推进绿色创建’的三
色之路，为推动形成妇女儿童权益
保护各项机制落地落实、有效预防
和有力打击侵害妇女儿童权益违法
犯罪提供了样板。”市妇联相关负
责人表示。

昨天，梁弄巾帼法治文化园开
园后，还举行了普法宣传进革命老
区活动，律师妈妈团、金石榴女律
师余姚分站、梁弄镇司法所等的法
律人士和树兰余姚医院的妇科专家
为横坎头村民进行服务，还带来了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反家暴法等资
料。

梁弄巾帼法治文化园开园

昨天，明媚阳光沐浴下
的天一阁·月湖景区里杨柳
依依，春花竞相绽放。众多
市民前来游园划船，享受融
融春日的户外生活。

（周建平 摄）

春日月湖
游人泛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