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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物资城机电市场价格行情
物资名称

自来水工程配件
中佳铜管
电动工具
电缆电器、配电箱
灯具
筛网
井盖
装潢五金
机床垫铁、注塑机垫铁
密封材料
空压机、螺杆机
劳保用品、包装材料
交通设施
因行情变化，以当日报价为准。产品种类繁多，欢迎垂询、交易。

规格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品牌
杰克龙
中佳
东成、大艺
正泰
厂房直销
厂房直销
厂房直销
厂房直销
厂房直销
厂房直销
厂房直销
厂房直销
厂房直销

价格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联系电话
15869350011
18957857334
13806765307
18758348627
13626820629
13777039526
13819808378
13777142322
13857404301
15824511123
15867817293
18167229861
18868992388

李中岭等 10 名机动车驾驶人 （人员名单见：“宁

波交警”微信公众号-公民服务中心-公示公告-机动

车和驾驶证） 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本市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后超过 15 日未接受处

理。

对法定应当给以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人暂扣或者吊

销机动车驾驶证处罚的情形，机动车驾驶人无正当理

由逾期未接受处理的行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 110 条第

2 款规定，拟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处罚。

对上述告知事项，拟被处罚的机动车驾驶人有陈

述、申辩及要求听证的权利，请以上机动车驾驶人

自公告之日起 7 日内，到机动车驾驶证扣留地公安

机 关 交 通 管 理 部 门 接 受 处 理 ， 并 可 以 依 法 行 使 陈

述、申辩权及提出听证申请，逾期视为放弃权利，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依法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

证处罚决定。

特此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2022年5月20日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关于对李中岭等10名扣留驾驶证后
逾期不接受处理驾驶人拟作出吊销驾驶证处罚决定的公告海曙区望春工业园区 WCH-05-b2 地块已列入

年度土地出让计划。因地块出让需要，需在土地出
让前对上述地块内的电力、通信、供水、排水、燃
气、人防工程等设施进行摸排，以确保该地块内地
下无管线及设施。请相关权属单位于见报之日起 5 个
工作日内，到宁波市海曙经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进
行登记确认，逾期不予登记的，视作该区块内相关
设施迁移完毕，由此可能造成的后果由权属单位自
行承担。

联系人：许先生
联系电话：0574-88266295 13819443235
联系地址：宁波市海曙区望春工业园区科创北

路 2 号
宁波市海曙经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0日

宁波市海曙区望春工业园区WCH-05-b2地块地下设施登记公告

海曙区望春工业园区 WCH-03-c2 地块 （水木清
华南侧） 已列入年度土地出让计划。因地块出让需
要，需在土地出让前对上述地块内的电力、通信、供
水、排水、燃气、人防工程等设施进行摸排，以确保
该地块内地下无管线及设施。请相关权属单位于见报
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到宁波市海曙经济技术开发有
限公司进行登记确认，逾期不予登记的，视作该区块
内相关设施迁移完毕，由此可能造成的后果由权属单
位自行承担。

联系人：许先生
联系电话：0574-88266295 13819443235
联系地址：宁波市海曙区望春工业园区科创北路

2 号
宁波市海曙经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0日

宁波市海曙区望春工业园区WCH-03-c2地块地下设施登记公告

海曙区望春工业园区 WCH-01-b7 地块已列入
年度土地出让计划。因地块出让需要，需在土地出
让前对上述地块内的电力、通信、供水、排水、燃
气、人防工程等设施进行摸排，以确保该地块内地
下无管线及设施。请相关权属单位于见报之日起 5 个
工作日内，到宁波市海曙经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进
行登记确认，逾期不予登记的，视作该区块内相关
设施迁移完毕，由此可能造成的后果由权属单位自
行承担。

联系人：许先生
联系电话：0574-88266295 13819443235
联系地址：宁波市海曙区望春工业园区科创北

路 2 号
宁波市海曙经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0日

宁波市海曙区望春工业园区WCH-01-b7地块地下设施登记公告

镇海区 ZH07-08-15、17、21 地块已列入年
度土地出让计划。因地块出让需要，需在土地出
让前对上述地块内的电力、通信、供水、燃气、
人防工程等设施进行排摸，以确保该地块内地下
无管线及设施。请相关权属单位于见报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到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地
产开发分公司进行登记确认，逾期不予登记的，
视作该区块内相关设施迁移完毕，由此可能造成
的后果由权属单位自行承担。

附图：详见地块规划条件
联系人：于晨龙
联系电话：83888662
联系地址：宁波市宁穿路 3399 号 1007 室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地产开发分公司
2022年5月20日

镇海区ZH07-08-15、17、21地块地下设施登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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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弓

新 冠 病 毒
肆虐两年多，给
人 民 的 生 命 健
康 和 经 济 生 活
造 成 了 巨 大 损
害。然而，有一

项收获，也是巨大的，这就是医务
人员的口碑——在防疫中发生了
几乎180度的大反转。

防疫是一场战役，医务人员，
就是冲在最前线的战士。他们不顾
家里需要照顾，不顾被感染的风
险，只要需要，就义无反顾地冲向
前方。每当在电视里看到，他们坐
在车上，喊着口号，唱着壮歌，奔赴
战场，在病房里，穿着防护服，送医
送药，照护着一个个病人，很多人
会流泪；看到他们出征回来，当地
警车开道，市民夹道相送，很多人
会为他们感到骄傲。看到出征的人
员中，不少是年轻女性，心里更是
既心疼又敬佩。一句话，对于抗疫
中的医务人员，没有人不称赞、不
感动：他们真正在履行救死扶伤、
治病救人的崇高使命。

可是，在日常的医疗工作中，
人们的感觉很多时候是另一个样
子：过度检查，经常遇到；过度治

疗，常常发生；小病大治、轻病重
治，似乎每天都有……老百姓平日
吐槽多的，看病难、看病贵，就在其
中。

同是这些医务人员，同在一块
土地上工作，人们给予的评价，差
距咋那么大呢？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说一下
以前我发过的两篇文章。

2005 年 9 月，中央电视台《东
方时空》做过一项调查，题为《医生
是你心中的天使吗？》。至节目播出
时，有 10576 人参与调查，结果是，
94.6%网民认为，医生的声望比 10
年前下降了；88.57%的网民认为，
医患关系比 10 年前差了；67.6%的
网民认为，医生离“白衣天使”的形
象越来越远了。在回答医生声望下
降的原因时，83.77%的网民认为，
是职业道德水平下降和过分追求
经济利益。

原因应该找得不错，不过两者
不是并列关系，而是因果关系。过
分追求经济效益是因，职业道德下
降是果。而医生过分追求经济利益
的原因，则是医院对医生实行的经
济考核。医院之所以对医生实行世
上少有的经济考核，是当时倡导的
医疗产业化所致。所以，我当时评
论文章的标题，就用了《我原谅了

医生》（见《宁波日报》2005 年 9 月
21日“张弓慢评”）。

另一篇文章题为《好医生就是
这样“变环”的》，发表于 2012 年 2
月13日《宁波日报》“张弓慢评”（中
国文明网转发）。一位年轻人 2009
年从天津医科大学肿瘤专业研究
生毕业后，很快成了山东某三甲医
院的肿瘤科医生。《报刊文摘》刊登
了他的自述，我从中看到了一名原
本纯洁的年轻医生，是如何变成

“乘人之危坏医生”的全过程。对他
产生影响的，有两件事比较典型。

一是同事的“开导”。“肿瘤科
的工作流程就是这样：来一个癌症
病人，先介绍到外科做手术，再转
到化疗科化疗、放疗科放疗，等这
些科室都赚到钱了，再把病人扔到
中医科喝中药去”。

二是主任的“威逼”。他上班那
年的年底，科室发奖金，每人 600
元。主任为此开了个会，告诉大家，

“咱们实行的是绩效考核，你们用
几元钱的便宜药，那是你们的自
由，不过，你不能把自己当成菩萨
下凡，让大家陪你喝西北风”。主任
话音一落，大家的目光齐刷刷地投
向这位新来的医生，因为他放走过
没有治疗必要的癌症病人。

其实，同事的误导和主任的逼

迫，仍是表象，背后起关键作用的，
还是以钱为唯一标准的经济指标
考核。

如今，离上述两篇文章发表，
已经过去10多年了，医疗行业的情
形并未有些许好转。可是，疫情一
来，医务人员的形象来了个大反
转，其中的原由，很值得我们探究。

抗疫的所有检测治疗，是免费
的，病人与医生之间，只有纯粹的
患者与治者的关系，没有任何金钱
的纠葛，这与平时的医患关系完全
不同。奔赴前线抗疫，政府做的是
精神动员，尽快遏制病毒扩散，抢
救、保障人民生命和健康，没有丁
点经济压力。由于这两点的不同，
根植于广大医务人员内心深处的
救死扶伤的情怀，获得了空前的痛
快的释放，使他们做回了人们心中
可爱的天使。

由此可证：医务人员中的绝大
多数，原本是纯洁的，是“市场万
能”的观念，以及公益性转变成赢
利性的机制，逼得他们背离了初
心。

改变这种现状的途径，邓小平
同志早就告诉我们：“制度好可以
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
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
向反面。”

医务人员口碑在防疫中大反转
易其洋

一位友人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谈论垃圾分类实施
定点投放和定时投放两个制度，对“定点投放”表示赞同，而对“定
时投放”提出质疑。他认为，垃圾定时投放，时间上整齐划一，与现
代人自由、多样、丰富的生活方式相矛盾，是“削足适履的蠢政”。

定时投放垃圾，确实会对大家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带来挑
战和影响，但说它是“蠢政”，我不认同。友人这样说，也许是没
有搞清楚，垃圾为啥要“定时投放”。

这得从头说起。不是说个人自觉没用，而是说自觉往往靠
不住。垃圾分类难，难就难在，再怎么倡导，还是有人做不到、
不愿做。怎么办呢？只能强制约束。小区里，不仅“撤桶并点”，集
中投放，而且在每个垃圾桶边上，每天6:30-8:00、18:30-20:00，
都会有一名垃圾分类监督员监督居民分类投放垃圾。我多次
看到，监督员手拿一根竹棍，拨弄垃圾袋里的垃圾，检查居民
要扔的垃圾是否分类准确。

让垃圾分类监督员每天早晚按时干活，当然是要给钱的。
全市那么多小区，那么多垃圾桶，得设多少垃圾分类监督员？
要花的钱，应该不是小数目。如果不规定垃圾必须“定时投
放”，或者只是规定了而没人监督，那么，就算是只有极少数人
不“严于律己”，垃圾分类也会变成一句空话，那么大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投入就会打了水漂。

垃圾分类，源头分类是关键。如果不规定“定时投放”垃
圾，居民们像过去那样，想啥时候扔垃圾就啥时候扔，有没有
分类，又该如何监督呢？如果要监督，那监督员岂不是要24小
时在岗，成本又会多高呢？所以，我以为，规定垃圾“定时投
放”，算不得“蠢政”，而是降低监督成本的必要手段。

这样说，只是回答了垃圾为啥要“定时投放”的问题，而解决
不了垃圾“定时投放”带给人的烦恼。期盼人人自觉自愿分类垃圾，
不是没有可能，但必然需要较长时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当下
的问题需要当下解决，最快捷的，就是运用技术手段。

比如，定制垃圾袋，上面打上专属各家各户的二维码，垃圾
不再规定“定时投放”，而是允许“全天候投放”；垃圾分类监督员
也不是早晚按时站在垃圾桶旁监督，而是进行抽查：一天内，监
督员按一定比例，从垃圾桶里抽查垃圾分类情况，扫描垃圾袋上
的二维码，便可知道谁家分得好、谁家分得不好。对于分得好的，
表扬或奖励，对于分得不好的，则公开批评或者依法处罚。

更进一步，如果垃圾桶也能智能化，垃圾一满，便发出信号
通知收运人员。这样的话，既解脱了按时扔垃圾的居民们，也能
让垃圾分类监督员和垃圾收运人员的工作更方便，可谓多赢。
在智能手机普及的今天，这样的“技术操作”不难实现。

像我一样，住在高层而没有电梯的居民，恐怕都为按时扔掉垃
圾而烦恼过。那位友人对垃圾定时投放制度的质疑，说出了许多人
的心声，得到了不少人的赞同。如果有了专属垃圾袋、智能垃圾桶，
让垃圾投放时间不再那么死板，个人只要认真分好垃圾，有事出门
时把垃圾顺手扔扔掉就行，那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解放。

这两年，新冠肺炎疫情时不时来袭，社区工作极其繁忙劳
累。我留心观察，至少在自己和家里老人所住的两个小区里，
垃圾分类工作一直在“规规矩矩”地开展，实属不易。

垃圾分类，重在和难在养成习惯。如果“三天打鱼，两天晒
网”，那一定是弄不成的，甚至会让那些认认真真分类、老老实
实投放的居民大失所望，失去坚持下去的信心。让居民能够认认真真分类垃
圾，并坚持不懈，就应尽最大可能，为大家创造方便、减轻负担。

与“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道理一样，技术的进步和运用，既能
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让人生活得更自由、
更舒服，也有助于提升人的文明素养。比如，
我们可以在门上写上“出入请随手关门”的字
样，但如果安装上让门自动关闭的装置，效果
会更好，道德代价和管理成本也会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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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进

18 日，第十九届 （2021 年
度） 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
品推介活动评选结果揭晓，由奉
化博物馆选送的“山海交响——
奉化历史文明展”，跻身全国十大
陈列展览精品行列，是今年全国
唯一获此殊荣的区县级博物馆，
也是宁波第一次摘得全国博物馆
展览领域的最高级别奖项，实现
了宁波博物馆界一次历史性的突
破（5 月 19 日《宁波日报》）。

奉化博物馆之所以能获此大
奖，除了展陈故事主题鲜明、具
有地方特色，即以山海交响为主
题，展现奉化 6000 多年来的文

明史，还在于该馆活化利用工业遗
存，将奉化热电厂工业遗存改造为
奉化博物馆，实现了从“工业锈
带”到“城市秀带”的蝶变。

坐落在奉化中心城区的热电
厂，曾经风光一时，但是随着时代
变迁，国家政策的改变，热电厂逐
渐被淘汰，最后只剩下破败不堪的
厂房和巨大无比的烟囱，成了这座
城市的“伤疤”，拆了可惜，留着
又有碍观瞻。2016 年，奉化区委
区政府作出一个大胆决定：投入 8
亿元，对废弃厂房进行全面改造，
将其建成文化中心，包括博物馆、
图书馆、文化艺术中心、艺术培训
中心、城市展览馆、非遗展览馆、
文创产品展览馆等。其中，博物馆

的设计改造因为引进了王澍团队，
极具创意，非常成功，为此次获奖
奠定了基础。

奉化博物馆此次获大奖，极大
地提振了我市致力于工业遗存活化
理念的信心。宁波是传统的工业城
市，制造业尤其发达，随着时代变
迁，众多工业企业转型的转型、淘
汰的淘汰，曾经的厂房废弃后矗立
在城市中心，成了城市改造的巨大
包袱。近年来，宁波加大了对工业
遗存的改造力度，一改过去一拆了
之的旧思路，在如何让工业遗存甩
掉“城市历史包袱”的帽子上做文
章，换另一种方式让其重生，以实
现从“工业锈带”到“城市秀带”
的蝶变，成了宁波城市发展的重要

命题。
工业遗存改造大有可为。在此

信念下，才有了和丰纱厂向和丰创
意广场的身份转变，才有了石浦第
一冷冻厂旧厂区变为中国海洋渔文
化馆，以及奉化热电厂蝶变为文化
中心的成功案例。

随着奉化博物馆的获奖，可以
预见，宁波各地政府会更加重视工
业遗存的改造利用，宁波辖区内，
将会有更多老厂房、老设备、旧产
品、旧车间得以通过创意设计改造
保存下来，让相关承续工业文明、
书写现代化进程的工业遗存，承载
行业和城市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积淀
的废旧厂房、车间，在新时期焕发
出新的活力，继续造福全体民众。

奉化博物馆捧回中国博物馆展览“奥斯卡奖”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