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23

!"#$%& '"()*+

456（记者78 9: 通讯

员;<=）2017年，区市场监管局消
费者权益保护中心认真贯彻“放心消
费在浙江”创建要求，针对我区消费
较为集中的大型商场超市、城市核心
商圈、新兴商业综合体、特色商业街

区、日常消费品重要生产流通企业、
品牌连锁零售商业经营单位、第三方
网络交易平台等短板，积极制定方
案，推进工作落到实处。

近年来，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

置，九龙湖横溪村成为省内外小有名
气的农家乐旅游地。横溪村有大大小
小的农家乐四十余家，为了让前来旅
游的消费者吃得放心，买得放心，在
全域旅游创建活动中，区市场监管局

启动九龙湖放心消费示范村建设。
走进横溪村，首先映入眼帘的就

是九龙湖村示范型放心消费村创建
制度宣传牌，在该村的地图上，还特
地标记了消费维权服务站的位置。在

艳阳度假九龙湖养生阁里，记者看到

便利店明码标价，证照上墙，还是无
理由退货商家。

据悉，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通
过走访、摸底调查，确立了一批名单，
将其培育成具有九龙湖村特色的放

心消费经营户，让这部分农家乐经营
户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我们店里房价透明、菜价透明，
现在还在争取落实阳光厨房，保证让
消费者满意，做好横溪农家乐的口

碑。”九龙湖香石小院老板王玉敏说。
同时，区市场监管局建立完善消

费纠纷处理机制。
“我们要让小的纠纷不出店，大

的纠纷不出村。让消费者到九龙湖来

旅游，能够玩得开心，消费得放心。”
区市场监管局投诉举报中心主任倪
福君说，“同时，进一步健全消费调处
机制，做到分类处置、快速响应、有效
运转，提升消费调解处置率。进一步

扩大九龙湖村全域旅游的影响力和

知名度。”
去年，我区的华润万家商圈被认

定为浙江省放心消费示范区，除了九
龙湖村争创示范型放心消费村外，庄
市的1902万科商圈也在争创示范型

放心消费街区。
在1902万科商圈，所有商家门

面上都贴有放心消费的宣传牌。作为
消费维权绿色通道企业，消费者一旦
与经营户发生纠纷，商圈负责人会及

时处理投诉，对于内容真实、事实清
楚、证据确凿的，于当天处理完毕；对
于情节较为复杂的，处理期限不超过
3天，但是接到投诉的当天必须有简
单的处理结果意向；对于处理不了或

处理不好的消费纠纷，及时反馈给市
场监管部门或消保委。

据了解，目前我区有52家商店，
26家网店，25家餐饮申报单位通过

“放心消费”审核并通过公示，超额完

成市里下达任务，其中放心商店的超

额完成率全市第一。
“去年，我们组织开展‘万家企业

无理由退货 ’社会承诺百城联动活
动，近120人参加，其中无理由退货
企业60家。”区消保委负责人说，确

保“放心消费”创建工作有效推进。
“‘放心消费在浙江’目的就是

为了创造一个更加有利于消费者的
环境，能够更好维护我们消费者的
权益，让我们消费者能够消费得舒

心，吃住行各方面都能满意。”倪福
君说。

下步，区市场监管局将继续督
促商户强化日常规范经营服务行
为，完善消费维权网络和投诉处理

机制，推行无理由退货制度，推进消
费维权社会共治，形成监管维权合
力，强化消费环境治理改善，打造放
心消费“金字招牌”，让消费者放心
消费在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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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近日，2017年度全区
妇幼健康工作会议举行。会议总结
我区妇幼健康事业2017年各项工作
成绩，强调新一年工作要聚焦母婴
健康保障，以“谋发展、增效益”

为总基调，加快推进全区妇幼健康
事业新发展。

过去一年，我区妇幼健康工
作按“大妇幼、大网络、大健康”
格局理念，全面加快妇幼健康服

务体系建设，以加大全面二孩政
策下孕检保障、出生缺陷综合防
治两项工作为抓手，强化母婴监
管、助产技术服务建设、托幼机
构建设三项管理，积极落实公卫

项目、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母子
健康手册、妇幼健康品牌塑造四
项重点工作。

2017年，我区孕产妇系统管理
率达96.16%，3岁以下儿童保健系

统管理率96.66%，新生儿听力筛查
率99.85%，新生儿疾病筛查率
99.57%，孕产妇签约服务率100%，
自然分娩率58.23%，孕产妇死亡及

新生儿破伤风发生率均为零，母婴

安全总体形势平稳。
近年来，在加强母婴健康管理

方面，我区不断优化服务模式，以
妇幼保健与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资源
整合为契机，以母子健康手册为抓

手，为妇女儿童提供系统、规范的
优生优育全程服务，基本形成婚
前、孕前、孕产、产后、儿童5个
时期“一条龙”服务链。

2017年度全区基本公共卫生妇

幼免费惠民项目共提供免费产前检
查36212人次，儿童体检45271人
次，城乡妇女免费“两癌”筛查
9771人，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
查2166人，完成目标任务数的

108%。
除了妇幼工作各项指标完成良

好，我区2017年度还获得多项表彰
奖励：蛟川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入选市健康教育宣传示范基地，区

人民医院、镇海第二医院获市母亲
安全铜奖，妇幼计生中心获宁波市
母亲安全银奖、宁波市重大公共卫
生妇幼项目管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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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裹请过安检，请大家排队上
车。”近日，记者在镇海公路客运
中心看到，伴随着工作人员的指
引，不论是售票处还是候车大厅，

现场秩序井然。
2月1日起，进入为期40天的春

运时期。“为切实做好春运期间道
路运输安全生产和全区客货运输工
作，我们有针对性地制定应急预案，

切实加强安全管理，优化服务举措，
确保广大旅客出行便捷安全。”区运
管所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该所结合我区实际，
在春运期间派出工作人员全天候驻

守镇海公路客运中心，并围绕“温
暖在旅途”主题开展各种志愿服务
活动。客运站里一个个“爱心坐
垫”，一杯杯暖心茶水，运管所工

作人员分发的一张张红色的“福”

字，还有乘客此起彼伏的笑声和问
候电话……构成了一张春运路途的
美好画卷。

“春运期间，我们做到逐车检
查、逐包检查，确保易燃易爆品不

进站，杜绝超载车辆出站。”该负
责人说，同时，客流高峰期间，在
原有基础上增开售票窗口，减少旅
客排队时间。

截至昨日，镇海公路客运中心

共发送476个班次，旅客发送量共
3489人次，从目前来看，客流比较
平稳，以短途客流居多。

运管工作人员提醒市民，春运
期间车站客流量较大，广大旅客要

照顾好同行的老人、小孩，看管好
自己的行李物品，听从指挥，有序
进站上车，避免拥挤，遇到困难可
第一时间联系车站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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Á LÂÃ）近日，经检验检疫合格
后，宁波佳绿食品有限公司申报的一
批总重2.4万公斤、货值2.04万美元的
冷冻腌青高菜，顺利销往日本仙台。
这是我区首次出口高菜。

“这批速冻腌渍高菜将很快出现
在日本民众的餐桌。”镇海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农检科科长朱宏伟说，与
其他速冻蔬菜相比，高菜口感爽脆、
富含多种氨基酸和维生素，广受日

本食客青睐。高菜又名青高菜，原产
中国，引入日本后称为“中国野菜”，
被育成结球高菜等数个品种。目前，
高菜是全省发展外向型农业的理想
种植品种之一。

专业从事冷冻蔬菜生产和销售

的佳绿，其产品全部出口各项要求

严格的日本市场。2017年，佳绿出口
各类冷冻蔬菜货值3000万元，同比
增长逾60%。该企业在产品安全卫
生上已取得HACCP（危害分析和关

键控制点）认证。同时，其拥

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资格，
并获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出口产品生产企业分类
管理二类管理资质，拥有自
理报关进出口权。

得益于多年深耕日本
市场，日本客商主动要求佳
绿供应高菜产品。面对日本
市场的各项高要求，近年
来，佳绿通过打造一系列协

作出口蔬菜基地，致力提升
蔬菜品质。“在慈溪国家级出口蔬菜

质量安全示范区内，通过签订生产
合同，让农户、农场提前种植高菜。”
佳绿常务副总经理李虎军说，在农
药残留检测达到相关标准后，佳绿

接收其生产的各类蔬菜冷冻处理。

“此次高菜产品首次成功出口，
离不开检验检疫部门接地气的服
务。”李虎军表示。为助力佳绿出口
高菜快速实现检验放行，镇海出入
境检验检疫局深入企业技术指导、

风险监控，完善企业食品安全卫生
控制体系，检测农药和重金属残留
等方面，核查货证，确认货物标签、
包装等形式和内容，确保产品质量
安全符合进口国标准要求。

此外，该局工作人员还根据出
口蔬菜基地备案考核要求，不定期
前往慈溪高菜种植基地开展实地考
核，采集蔬菜样品送实验室检测，从
源头保障此次出口日本的高菜品

质。

深化改革

最多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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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记者9FG）记者昨日

从中国石化镇海炼化分公司获悉，
今年1月，该公司向浙江省机场集团
有限公司的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宁
波栎社国际机场管道运输航空煤油
首次突破10万吨，达到10.12万吨，

创单月历史新高。
根据实际情况，镇海炼化做好

两大国际机场春运航煤保障供应。
在生产上，精细优化航煤生产计划，
聚焦监控航煤产品馏出口的质量平

稳率，扩宽航煤馏分范围，想方设法
提高航煤收率；在输送上，精心操作
长输管道自动化控制系统，注重输
送泵切换、流量调整等操作，加大对
长输管道生产参数监控力度，实现

长输泵输量的平稳运行。
2000年11月，镇海炼化连接杭

州萧山国际机场输油管线开始投

用。2011年9月，镇海炼化实现向宁

波国际栎社机场管道运输航煤。上
述两条航煤输送管道分别为杭州萧
山国际机场、宁波栎社国际机场两
大机场使用航煤的唯一管道运输渠
道。

目前，航煤管道已成为城市能
源输送的安全、清洁、高效通道。
2017年暑运期间，镇海炼化向两大
国际机场管道运输航煤21.3万吨，
同比增加12%，创历史同期最高水

平，助力两大国际机场暑运期间运
送旅客达700余万人次。

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越
来越多的旅客在春运期间选择乘坐
飞机返乡。今年春运以来，宁波栎社

国际机场平均每日旅客超过3万人
次，前10天运送旅客近31万人次，同
比增长23.2%。

（上接第1版）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开发出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新产品、新成果，促进企业做大
做强。

2月8日、9日，区委副书记李
斌一行先后看望慰问了宁波德泰

化学有限公司和宁波宁力高强度
紧固件有限公司的高层次人才代
表黄锡甫、徐勇，详细了解他们
的生活及工作情况，希望大家继
续发挥自身优势，保持持之以恒

的创新激情，加快推动产业转型
升级，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2月12日下午，区委常委、常
务副区长何黎斌看望慰问了宁波瑞

世达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维，
向他送上新春祝福，了解企业发展
和人才团队建设情况后，对公司在
触摸屏材料行业取得的成绩给予充

分肯定，希望企业继续发挥科技创

新引领作用，开发更多高端新材料
产品，争取再创辉煌。

2月11日上午，区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俞泉云一行
来到骆驼街道、宁波轨道交通清水

浦站、物流枢纽港等地，走访慰问
我区志愿者和文化艺术人才，并为
他们送上新春祝福。她表示，进入
新时代，社会文化建设面临新机
遇，广大志愿者和文化艺术人才要

继续发挥优势和特长，为我区各项
事业繁荣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2月11日上午，副区长包志安
来到明欣化工走访慰问了国家级技
能大师陈俭峰，送上慰问金并带去

节日的祝福。
2月7日下午，副区长刘立群走

访慰问了镇海中学副校长黄国龙、

镇海中医医院儿科医生毕美芬。

大山深处的朴素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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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我和队员们吃过早餐，踏
上家访旅程。以往都是通过屏幕与文
字与他们交流，今天就要见到那群可
爱的孩子们，心情还是有些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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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去的王佑镇，是贵州“两
山”地区的乡镇之一，为低山丘陵盆
地，四面高山环绕。被当地布依族群
众称为“牛坡”的山上，道路的崎岖超
出了我的想象，布满坑洼，上坡、下

坡、转弯不断，有些弯度比较急的地
方还需要倒车慢慢通过。

家访的第一个孩子叫梁丹，布依
族，今年8岁，现在是惠水县长安民族
小学二年级学生，和年近70的奶奶

一起生活。梁丹性格有些内向，看到
这么多人来，一开始有些腼腆。但她
很快将客人领进屋内，将小板凳一一
摆好，然后给我们每人倒了一碗水。

梁丹的老师谢修鹏说，梁丹在

学校里学习认真、成绩优异，是老师

的得力助手。读一年级时，两个学期
都取得了全镇统考成绩前十名的好
成绩。

孩子的手背有些粗糙，手掌处长
起了老茧。平时周末回家，她都会帮

奶奶做各种各样的家务：挑水、做饭、
洗衣、洗碗等。因为家庭的原因，她很
少说话，性格有些孤僻。

在一旁的纸箱里，放着梁丹的宝
贝———书，有寒假作业、课本，还有几

本课外书。梁丹告诉我，平时写作业，
她就在昏暗的灯光下摆一个小桌子，
坐在小板凳上写。

孩子的梦想非常朴素，她梦想着

以后当一名医生，

希望有一天可以治
好奶奶的眼病。

在这个布依女
孩的家中，最值钱
的东西就是梁丹的

那几本书，也是知
识的力量，让眼前
的梁丹变得乖巧懂
事。

紧贴着梁丹的
家还有一栋砖瓦房，梁丹的姑姑告诉

我，这是政府给她们盖的新房子，现
在正在装修。走进房子里，我看到了
电磁炉、锅等，这也让我的内心有了
丝丝的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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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我们跟随着谢老师还去
了罗艳、白雪芬、罗雪娟、罗水兰和
谢梦丽的家中。每一户家庭的经济
条件都不容乐观，但是孩子们并没
有被贫穷限制住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而是加倍努力学习。每走进一
户，满墙的奖状都让我震惊。

“你们平时会看课外书吗？”队

员孙嘉仪询问一名孩子。

“对于我们来说，看课外书是
一件奢侈的事情，因为这里交通不
发达，书店比较少，平时看课本更
多一些。”一名孩子说。

孙嘉仪有些惊讶，在这里，看

课外书竟然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
惠水县政府下发的“惠水县

2018年度脱贫攻坚到户明白卡”，
根据每户家庭的经济状况，县政府
都为其制定了精准扶贫计划。

在罗雪娟的家中，有一块“大
学生之家”的牌子。罗雪娟告诉我，
这是政府为了奖励孩子考上大学
的家庭颁发的荣誉证书，她的姐姐
2016年考上了浙江理工大学英语

系。村子里，随处可见“认真落实国
家资助，不让孩子因贫辍学”的标
语。

每一个孩子都很懂事，在家里
孝敬长辈，帮助父母承担家务，可

以独挡一面。
知识给了他们力量，让他们与

自己的贫穷的命运相抗争。这次家
访与其说是我慰问他们，倒不如说
是他们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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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区癌症康复协会的工作人员
来到市第五医院，为住院癌症病患
者送上水果、营养品和新春的祝
福。该协会每年都会开展癌症病患

者慰问活动，参与活动的志愿者大

多是癌症病康复人员，他们为患者
讲述自己的抗癌经历与理念，并鼓
励他们积极配合治疗，保持乐观的
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