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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A05

民警当起
“快递小哥”
为民营企业送证上门获点赞
本 报 讯（记 者 张 贻 富 通 讯 员 孙 波）
前天一早，来自市公安局行政审批处和交
警局的几名警官又当起了“快递小哥”，他
们来到东洲电力通信器材有限公司，为这
家民营企业解决运输上遇到的困难，这已
是他们第三次为这家民营企业提供上门服
务。
“他们细心指导我们驾驶员，开展安全
教育培训，对待我们象亲人一样。说句真心
话，我从来没想到政府部门服务会这样贴心
周到，让民营企业切切实实感受到现在政府
窗口办事变得更加方便和高效。我要为‘最
多跑一次’点个大大的赞。”东洲电力通信器
材有限公司经理符建国说。
去年 9 月 19 日临近中午，两名办事群众
焦急地来到市行政服务中心公安窗口，希望
能尽快办两张货车通行证。这两人是东洲
电力通信器材有限公司的经理和司机。公
司主要生产水泥电线杆，业务主要涉及宁波
周边地区，以前运货都是走高速，后来高速
因故不让装载水泥电线杆的车辆通行了。
合同供货日期很紧，如果不能及时交付，将
给企业造成经济和信誉损失。而走普通道
路要经过市区禁货区域，按规定需开具货车
通行证。
这类货物在运输过程中有一定危险性，
不是城区所有道路都能通行，考虑到企业的

实际情况，窗口负责受理的两名民警立即联
系交警部门，启动绿色通道。由于运输车辆
和装载的电线杆较长，转弯半径较大，为了
确保安全，两名民警顾不上吃午饭，马上驱
车赴该公司及海曙、鄞州、东钱湖等地，实地
勘查规划了一条赴象山、宁海等地的运货线
路。下班时分，民警将两张办好的通行证交
到企业人员手中，保证企业当晚就能恢复正
常运输，解了企业燃眉之急。
“按照正常程序办理这个手续需 5 天时
间，为了给企业争取时间，警官们放弃中午
休息时间急事急办，一天不到就办好了从线
路勘查到办证的全部手续。”符建国感动地
说。
“说句心里话，我们也只是在为企业帮困
解难方面尽了责，做了该做的事，但群众却给
予了这么高的评价，着实让我们想不到。”市
公安局行政审批处处长张哉章说，
“最多跑一
次”改革以来，公安行政服务窗口按照“办事
零次跑、服务零距离”的要求，先后推出了无
证办、刷脸办、掌上办、预约办、容缺办等一系
列举措，象货车通行证这类事项，现在手机上
就能申请办理了，不用跑到窗口办，办事群众
和企业的体验感和获得感得到了进一步提
升。下一步，他们将继续深化“最多跑一次”
改革，在服务企业、服务基层、服务群众工作
中，推出更多实实在在举措。

随案扫描+电子送达

慈溪法院让送达
“快又准”
本报讯（记者 吴震宁 通讯员 路余 擎
宇） 当事人难找，文书难送达是司法工作的
痛点。慈溪法院用电子卷宗随案生成系统和
大数据深度运用电子送达平台，让送达
“快又
准”。
电子卷宗随案生成系统是将立案、审理、
执行等各个环节产生的文书材料进行电子扫
描，并形成电子档案，实现诉讼案卷的全程电
子化管理。法官可以以此全面掌握案件材料
及办理情况，提高审判管理效率，提升审判管
理质量，诉讼参与人可通过与电子卷宗系统
的网间数据交换，实现网上查阅电子卷宗。
大数据深度运用电子送达平台可通过网
络大数据自动检索受送达人名下的收发件地

址、电子邮箱、手机号等，将以往法院送达过
程中碰到的原告提供地址不详、受送达人下
落不明、逃避送达等问题
“一网打尽”
，既实现
了让当事人“最多跑一次”，也便利了法官的
工作。法官将已经随案扫描生成的电子卷
宗，通过该平台以短信链接的方式发送到受
送达人的手机上。受送达人点击短信链接打
开电子文档后，系统便可自动获取送达凭
证。一个原本可能需要花数个月公告送达的
案件，
仅用 5 分钟就可完成送达。
去年以来，慈溪法院已通过电子卷宗随
案生成系统生成 20 余万页电子档案，而将电
子卷宗随案扫描与电子送达结合，使送达工
作
“如虎添翼”
。

成人疫苗预约接种平台开通
本报讯（记者 童程红 通讯员 王锋） 昨天，
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开通国内首家成人疫苗预约接种平台。
平台将预防接种门诊服务和群众接种需求精准对接，
接
种门诊查询和预约接种都更方便快捷，
有效解决了市民
对流感疫苗、HPV 疫苗、乙肝疫苗等成人疫苗预约接种
需求，
实现了成人疫苗接种的
“最多跑一次”
。
记者了解到，
该平台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实现接种门诊地图导航。对提供相关服务的预防
接种门诊，平台支持地图导航，可直接引导接种对象到
就近的接种门诊。在预约接种后，
接种对象只需带上身
份证和医保卡，在身体状况满足接种条件下，便可享受
疫苗接种服务。
支持流感、乙肝、23 价肺炎和 2 价 HPV、4 价 HPV
疫苗的预约接种服务。市民可在平台查询提供相关疫
苗接种服务的门诊信息，
实现网上预约接种。即将供应
宁波市场的 9 价 HPV 疫苗和其他成人疫苗也将陆续上
架提供预约接种服务。
实现接种信息自助填写。平台支持市民通过身份
证信息对自己或亲属进行成人预防接种信息的建档和
查询，
完成自助信息登记后，
可快速实现疫苗接种预约。
支持按库存数量、接种距离查询和接种时间的预
约，预约时间的前一天推送通知，提醒市民及时登录
APP 查询相关信息。

市总工会启动节日送温暖活动
本报讯（记者 滕华 通讯员 郁诗怡） 昨日上午，
市
总工会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来到海曙古林镇、段塘街
道，
先后慰问了困难劳模、困难职工，
送上慰问金和慰问
品，
把工会组织的温暖送到困难职工的心坎上。
记者了解到，
春节前夕，
全市各级工会筹集近千万元
资金，
上下联动、
集中开展走访和帮扶活动。走访慰问困
难企业、
困难职工、
劳动模范以及各类结对帮扶对象，
摸清
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原因、
职工工资发放、
社保缴纳等情况，
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各级工会将积极实施以
“关心关爱职
工”
为主题的
“四大行动”
。活动面向全市工会建档的困难
职工和外来务工人员、
全国劳模及生活困难的其他劳模、
因病因灾等特殊原因造成生活困难需要帮扶的职工和持
有工会
“5·1服务卡”
且已实名认证的在职职工。
市总工会还将为全市范围内节前返乡、节后返甬工
作的 2000 名优秀外来务工人员发放平安返乡补贴费
（200 元/人），
鼓励他们继续为宁波建设作贡献。

年处理危险废物超百万吨

“清废净土”
构建美丽宁波
记者昨天从市生态环境局下属的市固废管理
中心了解到，市固体废物监管平台升级改版运行 4
个月以来，已成为全省企业覆盖面最广的同类专业
平台。我市借力“一张网”，运用信息化手段，既提
高了服务危险废物产生与处置企业的水平，也有力
推动了
“最多跑一次”
改革。
今后只需在这个平台上轻点鼠标，从年排放万
吨的化工厂到 0.15 公斤的报废电池，全市 8500 多
家企业的危险废物产生与处置全过程都可一目了
然，一旦发生危险废物产生和处置数目不合逻辑的
情况，系统就会报警。
我市是制造业大市，重化工业发达，先天的产
业结构决定了工业固废的排放量在全省排名靠
前。连续两年，我市危险废物的年产生量都超过
100 万吨，
基本得到安全处置。
近年来，我市相继印发有关固废设施规划、
“十
三五”固废防治规划、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方案
等。近日，市政府又印发了“治土攻坚战”三年行动
方案。有了政策支撑，我市土壤污染防治推进提
速。去年以来，土壤环境污染详查工作全面启动，
完成 17 家重污染行业关停搬迁企业原址地块调
查，推动 7 个污染地块治理修复，目前修复工程已

北仑固废处置有限公司
开工 4 个、完成 3 个。
在固废处置上，我市加快推进一批处置设施建
设。市固废管理中心主任王晨介绍，三年来，我市
规划的重点危险废物处置项目基本建成投产，极大
缓解了终端处置能力不足的突出矛盾。特别是去
年，针对部分种类的危险废物增长较快的情况，我
市又追加 15 个危险废物利用处置项目，涵盖危险

废 物 焚 烧、填 埋、电 镀 污 泥 利 用 处 置 等 ，总 投 资
13.46 亿元。
目前，全市危险废物集中利用处置能力已达
104 万吨/年，企业自行配套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
81 万吨/年，总体规模全省第一，提前完成了省政府
提出的产消能力匹配的目标。
记者 林伟 通讯员 陈晓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