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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杨绪忠 通讯员
张彩娜 郭玲燕）昨天下午，记者从
2021 年宁波物业现场日主题活动
上获悉，我市物业服务达标创优提
质三年行动已经正式启动。

根据《宁波市物业服务达标创
优提质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
年）》，到 2023 年，实现全市物业行
业党建工作全覆盖、物业服务企业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全达标、住宅小
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通过三年达标创优提质行动，
进一步强化物业行业监管，补齐工
作短板。其中在住宅小区物业服务
覆盖率达标方面，该方案指出，配合
属地街道推动业主成立业主大会，
选举业主委员会和选聘物业服务企
业，推动物业服务全覆盖。

对于无物业服务的成片房屋，
通过老旧小区改造，引导居民协商
提高物业收费标准，引入专业化(星
级)物业管理。

对于无物业服务的零星房屋，
由街道托管、社会组织代管或居民
自管等“准物业”模式开展管理，或
引导当地信誉较好的物业服务企业
实行片区化管理。

通过三年努力，逐步实现住宅
小区物业管理全覆盖，其中 2021 年
覆 盖 率 90% ，2022 年 覆 盖 率 95% ，
2023 年覆盖率 100%。

此外，我市还将推动物业服务
企业数字化改革，实现线上线下服
务融合发展。完善物业服务企业开
展养老、家政等生活性服务业优惠
扶持政策，鼓励物业服务企业在基
本服务达标的基础上，向养老托幼、
家政文化、健康服务、房屋经纪、快
递收发等领域延伸，满足居民的多
样化多层次居住生活需求。

据介绍，目前全市共有物业服
务企业 480 家，在管物业项目 3481
个 ，物 业 服 务 管 理 建 筑 面 积 超 过
3.73 亿平方米。

物业服务达标创优提质三年行动启动

2023年我市将实现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记 者 黄 程
通讯员 李嘉伟 汪佳丽

这几天，江北阿东水果专业合
作社内的夏黑葡萄园中一片忙碌。
随着第一批“东方黑珍珠”——夏
黑葡萄上市，地产葡萄进入收获
季，“吃货”们的甜蜜一夏有了新
选择。

据合作社负责人陈海栋介绍，
合作社内第一批成熟的夏黑葡萄约
有 80 亩，每亩能出产 1 吨多，除了
在本地销售外，还将销往广东、北
京、上海、杭州等地。

葡萄园内，一串串夏黑葡萄挂
在枝头，像一颗颗黑紫色的珍珠，长
势十分喜人。“像这样全黑的，代表
它成熟了，味道也很好。”正在忙着
采摘的农户谭阳珍对记者说。

“第一批摘完，合作社里后续还
有 300 多亩的夏黑葡萄即将成熟，
上市时间会延续到 7 月份。”陈海栋
介绍，夏黑葡萄又被称为“东方黑珍
珠”，果味甘醇，可以生食，也可以做
成葡萄酒。种植夏黑葡萄，除了要用
好有机肥和保证温度外，还要控制
每个枝头葡萄生长的串数，一般控
制在每棵树 10 串葡萄，这样才能保
证葡萄的品质和甜度。

除了人工精心栽培，这片葡萄
园里还蕴含着科技的力量。阿东水
果专业合作社是省级“机器换人”的
示范基地，在“机器换人”助力之下，
翻地、开沟、施肥、灌溉等工序的作

业效率大大提升：原先 1 个工人 1 天
时间的工作量，现在用开沟机、旋耕
机等设备只要 1 个小时就能完成。
这样一来，合作社每年可以节约人
力成本支出约 25 万元。

“采下来的葡萄，尽快装箱封
好，直接通过冷藏车送到客户手
中，这样能保证葡萄的新鲜度。客
户对我的葡萄品质都很认可。”陈
海栋看着已经装箱的葡萄笑着说。

除了后续 300 多亩的夏黑葡萄会陆
续成熟外，合作社里获得过省、市
多项荣誉的“阳光玫瑰”葡萄也将
在 7 月初上市，一直延续到 10 月
初。

地产葡萄“东方黑珍珠”开启甜蜜季

工人正在收获“东方黑珍珠”。 （李嘉伟 汪佳丽 摄）

秉声

近日，鄞州
区中河街道小城

花园物业表决结果公示期结束，小
区773户业主全部同意续聘。

物业与业主，是一对欢喜冤
家。关系和谐时，亲如兄弟，其乐
融融；关系恶劣时，反目成仇，甚
至对簿公堂。从工作性质上论，两
者是服务与被服务关系，是平等
的契约关系。物业公司的管理是
否精准，是否细腻，是否到位，
直接影响业主的心境，一个小小
的漏洞，一个不起眼的瑕疵，都
会改变业主对物业服务的评价。业
主喜好的多元化，素质的层次不
一，以及利己的单方面考虑等，也
会给物业的精细化管理带来一定难
度。

鄞州区小城花园小区全体业主
773 户百分之百参与投票，百分之
百投赞成票，这个奇迹从何而来？

“一句话，就是要把业主的事

当成自己的事，第一时间处理。”
宁波中建物业小城花园管理处主任
李孝琴一语道破“天机”，看似平
淡的一句话，蕴含的内容却极为丰
富。高效服务，公共设施问题只要
业主报修，最多 24 小时内解决；
优质服务，环境卫生优美，保洁工
作到位，自己看到或业主反映的问
题，30 分钟内处理；安全服务，
严抓消防安全，每天早晚两次检查
灭火器等消防设施，每天检查楼道
里是否有电动自行车充电现象。

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业主
对物业心有不满在所难免，重要
的是物业要尊重业主，有了问题
及时回应，把真心放在对方的手
心。宁波中建物业小城花园管理
处对于业主提出的问题，能解决
的当场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
解释清楚后力所能及地提供帮助，
如此服务，“双百”也是情理之中
的事。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双百”投票从何而来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通讯员
徐婕 刘源） 昨天，家住镇海招宝
山街道胜利路社区的 87 岁老党员
徐明珠因病离世。家人遵照其遗
愿，将遗体捐献给杭州师范大学医
学院。当天下午，徐明珠老人的遗
体在亲属和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见
证下被运送至杭州。

徐明珠是一名有 62 年党龄的
老党员。老人没有儿女，但兄弟姐
妹关系亲密融洽，一家人都非常热
心公益事业。

家人告诉记者，对于遗体捐
献，徐明珠已酝酿多年，也经常从
报纸上了解相关知识和政策。2007

年，她成为家里第一名遗体捐献志
愿者。老人的行为也影响了身边
人，她家中共有 6 名遗体及器官捐
献志愿者。

“姐姐生活俭朴，很为他人着
想。她生前最后的心愿，就是把遗
体捐献给医学教育事业，贡献最后
的力量，让大爱延续。”徐明珠妹
妹动情地说。

胜利路社区党委书记倪益波告
诉记者，徐明珠作为一名老党员，
平时经常参加社区党员活动，多年
坚持参加“慈善一日捐”，并积极
支持配合社区的各项工作。

“遗体、器官捐献是一项造福
社会的善举，感谢徐明珠老人为我
们国家医疗事业作出的贡献。”镇
海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介绍，截至
目前，该区已有遗体捐献 21 例，
角膜捐献 19 例，人体器官捐献 18
例，登记捐献志愿者千余人。

留下“最后的馈赠”

镇海一老党员离世后捐献遗体

本报讯（记者杨绪忠 通讯员
张彩娜） 从铭牌和备案资料看似乎
是全新的起重机械，其实是已使用
近 10 年的老机器，钢铁之躯积累
了经年累月的“岁月伤痕”，这相
当于在建筑工地埋了一颗“安全隐
患雷”！昨天，记者从宁波市住建
局获悉，监管部门根据相关线索，
通过管理平台大数据分析，发现慈
溪某建筑工地使用的 3 台塔式起重
机涉嫌为套牌翻新的设备。

据查，这批机械为宁波腾越机
械科技有限公司所有，该公司专门
从事建筑起重机械租赁服务，其
中，三台起重机械设备安全技术档
案不齐全，产品合格证、收款收据
等相关产品质量合格证明资料有造
假行为，存在套牌翻新嫌疑。

设备产权备案地宁波杭州湾新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建设局已对宁波
腾越公司进行约谈，责令当事人暂
停承接业务，对其进行立案调查，
并对以上 3 台和进一步排查发现的
问题设备涉嫌制造许可证、产品合
格证等资料造假行为抄送市场监管

部门依法查处。工程所在地慈溪市
住建局已责令相关单位拆除问题设
备，进行现场气割肢解，杜绝再次
流入建筑工地。

据悉，今年以来，全市各级住
建部门以数字化改革为引领，切实
提升工程监管能力水平。上周，市
住建局对上半年监督执法检查发现
的建筑起重机械、建筑深基坑等危
大工程安全隐患较为突出、安全主
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的 12 个项目、
38 家责任单位在信用扣分、行政
处罚基础上，予以公开通报批评。

此次建筑起重机械安全隐患的
发现和查处也得益于数字化改革工
作的推进，市住建局通过“保险+
服务+数字”平台，建立起了完善
的数据库，将塔式起重机，施工升
降机、物料提升机、履带式起重
机、门桥式起重机等建筑起重机械
均纳入系统管理。目前已有租赁、
安装、使用单位企业 632 家，设备
8688 台，人员 14945 人接入基本数
据库，为住建部门全面实现数字化
建设和监管打下了坚实基础。

我市严查套牌翻新起重机械
流入建筑工地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庞
维娜 郑瑜）“本来我们以为今年
无法中考了，现在看到她恢复得这
么 快 ， 太 开 心 了 ， 太 感 谢 你 们
了！”昨天上午，小俞康复出院，
俞爸俞妈长长地舒了口气，“女儿
终于可以正常参加中考了。”

事情发生在几天前。“她突然
连气都喘不上来，这可怎么办？”6
月 10 日，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鄞州人民医院） 心胸外科来了一
对焦急的母女。15 岁的小俞是一
名正备战中考的学子，半月前无明
显诱因下出现左侧胸痛，查出肺压
缩 70%，后来住院后行左胸腔闭式
引流排气后好转出院。这段时间进
入考试最后冲刺阶段，小俞每天复
习到深夜。三天前小俞在上课时突
然又出现胸痛、胸闷等症状，家人
赶紧将其送至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
院，查胸部 CT 显示左侧液气胸，
肺压缩 50%。情况紧急，考虑到小
俞是第二次复发，为确保她能顺利
参加中考，接诊医生葛建军在征得

患者及家属同意后，决定为其行单
孔胸腔镜微创手术。手术很顺利，
小俞康复得很快。

据葛建军介绍，原发性气胸多
见于男性青壮年体型瘦高型。本病
属肺科急症之一，严重者可危及生
命。自发性气胸的诱因一般发生前
有剧烈咳嗽、用力屏气大便或提重
物等，但不少患者在正常活动或安
静休息时也可发病。像小俞这种情
况可能与考试压力情绪变化大这一
应激性事件有关，大脑皮层兴奋并
作用于丘脑引起迷走神经兴奋，支
气管收缩及气道变窄通气受阻从而
使原来初愈的肺大疱破裂，从而导
致再次气胸。

临近考试，葛建军提醒在备考
的考生，应当劳逸结合，减少熬
夜，以良好的心态面对考试。有
肺大疱确诊的考生近期避免剧烈
运动、弯腰搬重物、用力憋气等
行为，以免引发气胸。若出现胸
闷、气短、咳嗽等症状应及时就
诊。

中考在即，初三学生突发气胸

本报讯（记者董小芳 通讯
员郑金悦）糊涂家长不懂入学报
名流程“病急乱投医”，本以为“托
关系”就能入学，不料却被骗。6
月 11 日，高新区法院通报了一起
以介绍入学为名诈骗他人钱财的
案件。

被害人许某一家户籍地在山
东，现居住在镇海区某村。眼看孩
子到了入学年龄，许某不懂如何
才能让孩子在非户籍所在地读

书，便多方打听，认识了一位自称
有“特殊门路”，能帮忙“打点”让
孩子入学的李某。

2020 年 5 月 20 日，两人约在
某银行门口碰头，李某拍着胸脯
向许某保证自己“有熟人”，绝对
能 办 妥 ，但 需 要 5000 元 请 客 招
待。深信不疑的许某毫不犹豫当
场将 5000 元现金交给李某。

2020 年 6 月 5 日，李某联系
许某，称要先去校长那边“打点打
点”，交点“借读费”，遂再次向许
某索要 1 万元，让其耐心等消息。

去年 6 月底，迟迟等不来好
消息的许某再次催问李某，李某
却闪烁其词。于是，许某来到学校

询问工作人员，这才得知孩子入学
都是通过网上报名，根本不存在托
关系、交借读费一说。后悔莫及的许
某赶忙向公安机关报案。

到案后，李某对自己的犯罪事
实供认不讳。据李某交代，他原先在
外省当老师，前两年因参与网络赌
博欠债百万，才来到宁波讨生计，生
活拮据。最近，自己家的孩子读大学
需要交学费，李某一时拿不出钱，就
动起了歪心思。从许某处骗到钱后，
李某把一部分钱用于给孩子交学
费，剩下的则自己花掉了。

2020 年 12 月，该案移送至公诉
机关，李某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证
据没有异议，并自愿认罪认罚。

高新区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
告人李某的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因
其自愿认罪认罚，且全额退赔赃款
并取得被害人谅解，最终依法判处
李某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四
个月。

“近年来，以‘介绍入学’为名实
施诈骗的案件屡屡发生，犯罪嫌疑
人往往利用家长望子成龙心切、病
急乱投医的心理实施犯罪。”法官提
醒，家有适龄儿童的家长应多关注
官方发布的招生信息，千万不要盲
目相信他人鼓吹的“有人脉，有关
系”。“当前正值升学季，各位家长一
定要通过正规渠道报名，谨防上当
受骗。”

升学季，这样的骗局格外要当心

为孩子入学，家长花钱“托关系”被骗

记者 王岚 通讯员 陈熠

“山寨售后维修点”冒充知名
品牌电器官方售后服务？这样的

“骗局”可能不少人遭遇过。余姚
市民方大伯就经历了类似的“骗
局”，不仅空调没修好，还被骗了
1000 元。余姚市消保委及时介入
处置，成功帮方大伯维权。

天气变热，方大伯想把家里
的中央空调修一下。于是他在手

机上搜索“余姚某某中央空调维
修”，并选择了 400 开头的售后电
话进行预约。当天下午，维修师傅
就上门来了。经过一番检查，维修
师傅说空调的主板坏了，需要更
换一块新的主板，要 1000 多元，
又说氟利昂没了，需要加注。

看着维修师傅屋里屋外一番
操作后，方大伯爽快地付了 1000
元。还按照维修工临走时嘱咐的，

“不要马上调试空调，等室外温度

高了以后再调试”。
几天后，方大伯调试空调，才发

现空调根本不能正常运转。觉得可
能被骗，他马上找到该品牌空调在
城区的售后门店。一查询，才知道品
牌店根本没有派员去维修过。

后经专业人员检查，方大伯家
的空调主板被修坏，氟利昂也没有
加。

知道事情真相后，方大伯非常
气愤，马上拨打那个 400 开头的售

后电话，要求对方退款，可对方一口
咬定已完成维修，拒绝退款。交涉无
果，方大伯来到余姚市消保委求助。

在余姚市消保委工作人员的协
调下，方大伯最终要回了维修款。

余姚市消保委工作人员表示，
近段时间，该市已发生多起消费者
遭遇“山寨”售后维修的案件，老
年 人 成 为 被 骗 的 主 要 群 体 ；“ 山
寨”售后欺诈手段层出不穷，主要
是钻了网络搜索平台的监管漏洞。
因此，消费者需要维修服务时，切
不可轻信网络搜索所得到的电话，
应当选择产品说明书上的售后电
话、品牌官网公布的电话、中消协
公布的电话，或者直接联系当地的
经营门店。

空调维修后说要过段时间再用？
余姚市消保委：小心“山寨售后维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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