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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化疗更便利
医护对患者同样贴心

2018年2月，该中心紧跟肿瘤治疗国内
国际最新理念，成立了宁波市第一个门诊化
疗中心，使一些病情较轻的肿瘤患者在门诊
当天完成化疗，当天回家休养。让住院床位
紧张、及时化疗难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昨天下午1点半，40岁的陈玲（化名）走
进中心一楼的化疗门诊。从2018年6月开
始，她几乎每隔21天就要来一次。

她是一名卵巢癌晚期患者，这十余年与
癌症抗争的日子里，她就医的脚步走遍全国，
甚至远到大洋彼岸。直到2年多前，这位北
方姑娘来到鄞医，就再也没离开过。

“化疗的过程其实非常简单，40分钟挂
一瓶药水，让人难受的副作用一般是在晚上
或者第二天。”之前在其他医院，陈玲需要住
院化疗，手续繁琐，可人不舒服的时候往往希
望待在熟悉的环境里。鄞医的化疗门诊正合
她意，再加上医护人员的专业、细致，让她更
加安心。

多次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以及放
疗，陈玲得了高血压，还伴有一侧肾萎缩。担
心自己的身体出现更多问题，有段时间她的
情绪很差。细心的医生沈燕萍有所察觉，主
动宽慰，让陈玲的心理负担有所减轻。

有一天，陈玲在化疗时精神不佳，沈燕萍
上前询问得知，最近陈玲总觉得胸闷、透不过

气。沈燕萍摸摸她的后背判断，很可能是胸
水，立即为她安排B超检查。

果然，检查结果印证了沈燕萍的猜想。
她立即为患者安排床位，入院治疗，这才稳定
了患者的病情。

“有必要时才住院治疗，这对患者而言，
经济上减轻了不少压力，也是我们医院落实

‘最多跑一次’的一个重要举措。”沈燕萍介绍
说，化疗门诊能够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从挂号到结账都可以一站式解决。患者可以
在化疗门诊里接受化疗、免疫、靶向等相关治
疗，除了有执行医嘱的肿瘤专科护士，还有帮
助患者详细制定化疗方案的肿瘤专科医生。

目前，化疗门诊每个月的就诊量达到
1600人次，为全市最多。

不开刀根治癌症
肺癌一体化诊疗中心即将成立

对于肿瘤患者而言，如何提高生存质量，
是非常重要的。

78岁的老赵，在一次车祸检查中意外发
现早期肺癌，手术切除成为首选方案，但老赵
本人无法接受。一把年纪了，他担心自己会
下不来手术台。

肿瘤放化疗中心主任陈俊主任医师在检
查中发现，老赵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多年，长
期抽烟，肺功能差，传统手术存在不安全性。
为此，结合患者意愿，他针对患者的情况制定
了新的治疗方案：立体定向适形放疗，业内称

为肺癌的SBRT治疗。像做CT一样，扫描5
次，每次5分钟，治疗结束后达到类似肿瘤切
除的效果。

起初，老赵也不相信癌症治疗居然能这
么方便。陈俊解释：这需要中心的两大“法
宝”助力。2015年，中心引进了全市首台4D
肿瘤专用放疗定位CT，这台机器可以实时捕
捉图像，更精准地捕捉到肿瘤的动态。配合
放疗用的具有图像引导功能的直线加速器组
合使用，精准放疗，实现类似手术切除的根治
效果。另外，这种治疗方式对单发转移瘤效
果也比较明显。

精准放疗后，老赵恢复很快。之后也不
需要做任何治疗，仅需定期复查。

陈俊告诉记者，近年来，他接触的肺癌患
者越来越多，团队对于肺癌的精准化治疗研
究不断深入。2019年12月29日，宁波首个
浙江省Ⅲ期肺癌规范化诊疗示范中心在该院
成立，使Ⅲ期肺癌患者在延长生命的道路上
又前进了一大步。

为了帮助肺癌患者更好地治疗，该院即
将成立肺癌一体化诊疗中心。创新肺癌诊疗
模式，建立一体化解决方案，有效推动肺癌患
者全病程管理，给患者信心，更加系统地帮助
肺癌患者解决痛点、难点问题。

肿瘤放化疗中心是一扇窗口，通过它，我
们看到的是鄞医医术高超的现实支撑。在为
打造百姓信赖的优质、精准治疗的路上，殚精
竭虑，锐意进取。

记者 陆麒雯 通讯员 余旖瑶

跟癌细胞“死磕”
鄞医肿瘤放化疗中心200张床位常年住满

“确诊后，我当晚就
写好了遗书，做好准备与
这个世界告别……”得了
癌症，恍如人生到了尽
头，没有了生的希望。

然而，在宁波大学
附属人民医院（鄞州人
民医院）有这样一支力
量，他们不向病魔低头，
为挽救每一名患者尽心
尽力，那就是陈俊主任
带领下的肿瘤放化疗中
心医护团队。

他们常年奋战在肿
瘤治疗一线，用先进技
术祛病除魔；他们打破
传统医学禁锢，遵循多
学科一体化诊疗概念，
让更多的肿瘤病人得到
更加专业、系统、全面以
及个体化的诊疗。

从 1997 年放疗科
成立以来，宁波大学附
属人民医院（鄞州人民
医院）从最初的一个病
区，不断发展壮大，于
2007 年达到 3 个病区，
并成立肿瘤放化疗中
心。2008 年继续发展
成 4 个病区，分别主要
收治消化道肿瘤、胸部
肿瘤、乳腺癌及妇科肿
瘤，近200张床位，成为
全市规模最大的肿瘤放
化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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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郑凯侠 实习
生 干中人 通讯员 柳俊俏）昨
日上午，市生态环境局北仑分局
把2021年度第一期“环保议事
厅”搬进了戚家山街道青峙化工
园区内，26家“无异味企业”创建
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环保负责人
参与，共同为青峙化工园区“清新
园区”创建工作助力。

青峙化工园区是北仑区域内
化工产业密集度最高的区域，也
是宁波市四大化工基地之一，产
业主要为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
的石化深加工产品、高新技术材
料、专用化学品和精细化工产品，
近年来，青峙化工园区持续推进
工业企业废气治理工作，取得了
不错的效果，但是问题和短板依
旧存在。

“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基础还
不稳固、污染物排放总量大、碳
排放达峰压力重、环境风险仍
然处于高位等问题依旧存在，
此次我们要以‘清新园区’创建
为抓手，抓好落实建立‘清新园
区’创建长效机制，实现环境高
水平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北仑区委常委、副区长潘群威
指出。

“清新园区”指的是产业发展
先进、具备完善的园区大气污染
治理能力和监测能力，具有较强
数字化治气管理水平，符合绿色
循环理念和清洁生产要求，“无异

味企业”数量达到一定占比，污染
物排放水平处于国内领先，环境
空气质量优良，群众环境满意度
和获得感较高的园区。

“完成青峙化工园区涉气类
企业全面排查，分两批要求企业
根据排查问题对照指标体系编制
整治提升方案并进行整改，开展

‘无异味企业’创建。2021年前
完成9家企业创建验收，2022年
6月前完成 60%以上企业创建
验收，2022年 12月前完成所有
企业创建验收。2022 年底前，
力争青峙化工园区申报‘清新园
区’省级试点成功。园区环境空
气质量稳定上升。青峙园区内
年度异味类涉气信访比前三年
平均值下降50%以上。”市生态
环境局北仑分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依托“清新园区”创建，北仑
区还将率先组建“民间嗅辨师”
队伍，全程参与“无异味”企业建
设，以“鼻标”+“国标”两项标准
作为企业验收标准。

与会企业详细了解了《北仑
区青峙化工园区“清新园区”创建
工作实施方案》，首批9家“无异
味企业”创建企业代表递交承诺
书并表态发言，承诺严格对照整
治提升方案和评价指标，推进各
项措施按时落实到位，切实提升
企业环保治理水平，改善异味影
响，在做到“国标”达标的基础上，
做到“民标”达标。

环保议事厅搬到现场
“嗅辨师”全程参与
北仑青峙化工园区将打造“清新园区”

本报讯（记者 周雁）“买房
的要抓紧了，契税税率为3%～
5%，之前的1%和1.5%等优惠税
率将成为历史，2021年9月1日
起施行！”近日，一则关于契税上
涨的消息在朋友圈内出现。

这一消息是否准确？《契税
法》施行后契税税率是否变化？
购房契税是否会上涨？昨日，国
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官微

“宁波税务”推文指出，《契税法》
施行后，“法定税率并没有调
整”。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
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
例”）第三条规定，契税税率为
3%～5%。契税的适用税率，由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前
款规定的幅度内按照本地区的实
际情况确定，并报财政部和国家
税务总局备案。

《契税法》维持了《暂行条例》
规定的3%～5%税率，并未上调，
只是根据税收法定原则，对适用
税率的确定程序进行了调整：由
省级人民政府确定改为省级人民
政府提出并报同级人大常委会决
定，再按规定备案。值得注意的
是，《契税法》施行后，各地将按照
规定程序确定并发布当地具体适
用税率，纳税人需要关注当地具
体规定。

一些房地产中介提到的
1%、1.5%、2%契税税率，指的是

什么？2016年，有关部门发布
《关于调整房地产交易环节契税
营业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该文件
规定，个人购买家庭唯一住房或
第二套改善性住房，可视情况享
受1%、1.5%或2%的优惠税率。
目前，上述规定仍然有效。而社
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在于，9月1日
以后，也就是《契税法》正式施行
后，纳税人能否继续享受上述优
惠税率？

《契税法》第六条明确，根据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国
务院对居民住房需求保障、企业
改制重组、灾后重建等情形可以
规定免征或者减征契税，报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
案。由此可见，在《契税法》正式
施行后，国务院仍可以针对居民
住房需求保障，制定减免税优惠
政策。

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变化，
《契税法》在原有优惠基础上，增
加了对部分非营利机构免征契税
的规定。具体来说，非营利性的
学校、医疗机构、社会福利机构承
受土地、房屋权属用于办公、教
学、医疗、科研、养老、救助，可免
缴契税。

同时，《契税法》明确，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之间变更土
地、房屋权属，法定继承人通过
继承承受土地、房屋权属可以
享受免缴契税优惠。

契税税率要变成3%至5%？
你可能误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