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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江东段、南岸，甬江时尚
东外滩建设主战场，迎来新一轮
开发契机。

福明街道昨天传来好消息，
原桑家花鸟市场的所有旧房已拆
除，一块占地百亩、近 10 个标
准足球场大小的规整用地展露出
来 。“ 桑 家 花 鸟 市 场 被 甬 江 公
园、波波城公园和高端住宅波波
城小区等项目包围，它的蜕变将
极大提升该区块的配套与功能，
有力推进时尚滨江休闲线的打
造。”福明街道党工委书记张飞
忠说。

与此同时，另一块百余亩大
的江南桑家临时房小区地块预计
在 6 月完成净地交付。在宁波启

动新一轮城中村改造、城市品质提
升行动之际，鄞州福明街道已率先
交出优秀答卷。

“社会经济发展、优质项目落
地都需要土地要素保障，在寸土寸
金的城市中心，拆旧推新，将极大
推进城市有机更新步伐，为宁波加
快实现‘拥江揽湖滨海’城市发展
战略提供坚强后盾。”张飞忠表示。

甬江时尚东外滩是甬江科创大
走廊的重要启动区，也是“三江六
岸”核心区的重要功能板块，既要
有滨江临水特色，又要兼顾生产生
活生态功能，让黄金水岸更加美丽
时尚、更具生机活力。

作为甬江时尚东外滩开发建设
重点区块，从 2007 年起，福明街
道坚持以拆带建，围绕“城中村”
改造，启动大范围征迁，相继完成

11 个农村的村民住宅改造；完成
与重大项目建设有关的轨道交通 3
号线中兴大桥南站、明楼站及波波
城地块配套学校等近 60 个地块所
涉房屋的签约和拆除“清零”。

近年来，甬江时尚东外滩建设
进入快车道，空间得到大规模整理
开发，曙光北路拓宽工程、桑田北
路打通工程、滨江大道拓宽工程、
中兴大桥及连接线工程等重要基础
设施项目陆续建成，区域路网结构
和交通配套进一步完善，安置房、
商品房、学校等逐步建成投用。

在地块整体形象改观、城市定
位更新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把城
中村“低、闲、散”土地资源整理
出来，导入优质产业，形成宜居宜
业的新发展格局，已成为当务之
急。环境依然脏乱差的桑家花鸟市

场地块和江南桑家临时房小区地
块，功能重置首当其冲。

据悉，2013 年，桑家社区启
动村民住宅集中征迁改造，并于当
年基本完成签约。但因多重因素，
剩余非住宅一直依托项目带动进行
点状、线状的拆除，成片的征迁进
程不快。特别是百亩大的桑家花鸟
市场地块，由于业态混杂，涉及搬
迁户众多，且地块规划未明等原
因，被列为最后拆除的拆迁区块。

位于中兴路以东的江南桑家临
时房小区用地拆迁同样复杂。地块
在 2017 年、2020 年分别因印洪碶
闸强排泵站设施改造工程及桑田北
路 （曙光北路-通途路） 建设需
要，已开发部分土地。

今年，这两个地块，终于迎来
嬗变时刻。3 月底，福明街道启动

桑家花鸟市场和江南桑家临时房小
区地块建筑拆除。截至目前，桑家
花鸟市场地块已全部完成拆除，比
计划 6 月底达到净地移交条件提前
了整整两个月。

今年，福明街道将继续开展拆
迁与拆迁地块梳理整合行动，计划

全年完成房屋征迁项目 11 个，其
中“拔钉清零”项目 5 个，涉及 5
个城中村改造区块，房屋签约面积
约 17.1 万平方米。同时还将配合做
好世纪东方北侧、花鸟市场、庆丰
等地块的功能定位、项目谋划、土
地出让等工作。

福明城中村福明城中村““清零清零””攻坚首战告捷攻坚首战告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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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颈椎病、鼠标手、教师咽
炎算职业病吗？

答：《职业病防治法》 中所指
的职业病是指法定职业病，可以在

《职业病分类和目录 （2013 版）》
中查询。颈椎病、鼠标手和教师咽
炎这些病只能算职业相关疾病，而
不是法定职业病。

2、企业应为劳动者做哪些体
检？

答：用人单位应组织劳动者参
加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
业健康检查，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

3、预防职业病，劳动者应尽
哪些义务？

答：学习和掌握相关的职业卫
生知识；遵守职业病防治法律、法
规、规章和操作规程；正确使用和
维护职业病防护设备和个人使用的
职业病防护用品；发现职业病危害
事故隐患及时报告。

4、劳动者如果怀疑自己得了
职业病怎么办？

答：劳动者可以在用人单位所

在地、本人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
住地依法承担职业病诊断的医疗卫
生机构进行职业病诊断。

5、申请职业病诊断需要哪些
资料？

答：劳动者职业史和职业病
危害接触史 （包括在岗时间、工
种、岗位、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
素名称等）；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
结果；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
检测结果。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
断还需要个人剂量监测档案等资
料。

6、疑似职业病病人诊断和医
学观察期间的费用由谁承担？

答：由用人单位承担，在此期
间，用人单位不得解除或终止与其
订立的劳动合同。

7、用人单位已经不存在或者
无法确认劳动关系的职业病病人就
无法获得补偿了吗？

答：劳动者可以向地方人民政
府民政部门申请医疗救助和生活等
方面的救助。 （陈敏 整理）

这些职业病知识你可了解？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尽管我
市的职业病人数逐年下降，但职业
健康检查异常率和疑似职业病检出
率仍在增长，职业病防治形势依然
严峻。

从采访看，我市不少企业特别
是中小微企业的职业健康意识还有
待加强。2020 年，我市曾组织了一
次全市范围的职业病危害现状调
查，调查发现，中小微企业普遍存在

“四低”：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率低、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定期检测率
低、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卫
生管理人员接受培训率低、职业健
康监护率低。“四低”的中小微企业
同时存在职业健康管理制度不健
全，作业场所缺少有效的防护设施，
个体防护用品配备不到位、不达标，

忽视劳动者健康保护等问题。检查
中还发现，有的企业工人已经从业
20 多年了，却从未参加过职业健康
检查。

职业病防治形势依然严峻的另
一个主要表现就是监督力量仍然不
足。目前，一些地方对职业健康监管
队伍建设和技术支撑能力建设重视
不够，监管力量和技术服务能力不
足，人力资源结构不合理，“重治疗
轻预防、只有治没有防”。

对此，王爱红呼吁，职业病防治
工作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应加强社会
监督，落实用人单位的主体责任，继续
加强职业健康监督和管理的顶层设
计，加强信息化互联互通，加强支撑体
系建设，尤其是专业队伍的建设，让
我市广大劳动者共享职业健康。

中小微企业存在“四低”
职业病防治形势依然严峻

“宁波职业病人数在逐年降低，
但构成发生了明显变化。”宁波市疾
控中心环境与职业卫生所所长王爱
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职业病人数逐年降低，离不开
我市对职业病防治的重视。这几年，
我市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落实
了用人单位的主体责任；打造了一

支覆盖市、县、乡的“三级”监管队
伍，提升了职业健康监管能力；完善
了职业病防治信息监测系统，各区
县（市）均开展了重点职业病监测，
截至 2020 年底，重点职业病监测开
展 率 和 职 业 病 报 告 率 均 达 到 了
100%；提高了职业卫生技术服务能
力，全市共有职业健康体检机构 39

职业病人数逐年降低
职业病构成变化明显

“噪声性耳聋，九级工伤。”握
着这一纸诊断书，42 岁的魏先生
一脸苦笑。

魏先生是一家铸造厂的工人。
2015 年，已在电焊岗位工作了 15
年的魏先生出现耳鸣现象，严重影
响听力。那一年，魏先生参加了职
业健康检查，结论为疑似职业病。
随后，魏先生来到宁波市第一医院
作职业病诊断，经过专业检查，医
生认为魏先生的听力有所损失，但
是损伤程度并未达到职业病标准。

此后，魏先生调离了电焊工岗
位，开始喷砂作业。但是，几年来
魏先生的耳鸣状况并未改善。前不
久，他再次来到宁波市第一医院，
这次，魏先生被确诊为噪声性耳
聋。医生分析说，虽然魏先生调离
了电焊岗位，但喷砂岗位仍为噪声

岗位，对魏先生
的听力造成了持
续损害。

职业病，是
指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
济组织等用人单位的劳动者
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粉
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
毒、有害物质等因素而引起
的疾病，包括 10 大类、132 种。

记者从宁波市第一医院职业病
诊断中心了解到，该中心每年要对
100 例左右的疑似职业病病例进行
诊断，而最终被诊断为职业病的大
概占三成。

目前，宁波承担职业病诊断的
医疗机构共有 3 家，分别是宁波市
第一医院、国科大宁波华美医院和
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电焊喷砂造成噪声性耳聋
42岁工人被定为九级工伤

家，实现了区县（市）全覆盖。
从业人员职业健康意识不断增

强，企业职业健康管理能力明显提
高，是我市职业病人数逐年降低的
直接原因。

随着职业病宣传力度的加大，
从业人员的职业健康意识较几年前
有了明显提高。宁波市第一医院职
业病诊断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每年前来咨询职业病的有五六百
人，较几年前明显增加，而且前来咨
询的从业人员大多具备一定的职业
病相关知识。”

企业的职业健康管理能力和职
业健康意识同样在提高。宁波市第一
医院职业病诊断中心工作人员在企业
调查时发现，与前几年相比，企业在职
业病防治上出现了四方面的变化：工
艺流程改革更有利于职业健康，如电
焊作业，原先需要人工操作，容易造
成噪声性耳聋，现在不少规上工业企
业已经用机械臂操作替代了人工作
业；工种区域划分更科学，如以前包

装、检验区域与打磨车间挨得很近，
前两个区域的工人容易受打磨车间
噪声影响，现在包装、检验区域大多
是独立的；防护设备更周全，以前工
人防粉尘只用一个普通口罩，现在
基本改用 KN95 口罩。此外，组织职
工参加职业健康体检的企业逐年增
加，将一些职业病遏制在早期。

王爱红分析，宁波的职业病人
数逐年缓慢下降，但是职业病构成
发生了明显变化，主要表现在两方
面：其一，职业性尘肺病比例下降明
显。尘肺病是患者长期吸入粉尘引
起的以肺组织弥漫性纤维化为主的
全身性疾病，是最常见的职业病之
一，对身体的危害非常大。这几年，
随着我市对重点行业职业病危害治
理的推进，尘肺病在职业病中所占
比例大幅下降，尽管如此，尘肺病仍
是我市排名第一的职业病。其二，物
理性因素造成的噪声性耳聋和化学
性因素造成的职业性中毒所占比例
有所提高。

记 者 陈 敏
通讯员 林慧波

4 月 25 日至 5 月 1 日，是第 19 个 《职业病防治法》
宣传周。

记者从宁波市疾控中心了解到，我市职业病防治呈
现“一降一升”的特点：职业病人数逐年降低，职业健
康检查率逐年上升。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市的职业健康检查异常
率和疑似职业病检出率仍在增长，职业病防治工作任重
道远。

中小微企业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率低中小微企业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率低、、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定期检测率低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定期检测率低、、用人用人
单位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卫生管单位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接受培训率低理人员接受培训率低、、职业健康监护率低职业健康监护率低————

宁波职业病防控任重道远宁波职业病防控任重道远

职业病防治现场宣传与咨询
活动。 （陈敏 林慧波 摄）

““共创健康中国共创健康中国，，共享职业健康共享职业健康””
签名活动签名活动。。 （（陈敏陈敏 林慧波林慧波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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