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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郑勤 通讯员 吴桐

本报讯 11月 21日，3周岁幼
童钱某因急性支气管炎到县中医
医院医健集团总院儿科就诊，家长
原本打算让医生开单做胸部正位
DR 检查，却被告知孩子于 11 月
18日在象山一院医健集团丹城分
院开展的同项目检查结果予以认
可，不用再重做一遍。“这既减少了
排队检查时间，又减轻了孩子受辐
射影响的频次，真是太好了。”孩子
家长惊喜不已。

检查检验结果跨院互认，是我

县为方便群众就医新推出的一项
改革举措。按照新的改革举措，从
11 月 7 日起，县内 20 家医疗卫
生机构之间，30 天内的检查检验
结果全部互联、互通、互认。也就
是说，患者在 A医院做完相关检
查后再去 B医院就医，在保证质
量与安全的前提下，诊治医生会
根据系统提供的 30 天内规范完
整的检验、检查报告和相应影像
资料，结合具体病情判断是否接
受互认。只要符合认可条件，医生
会对认可的外院检查检验结果在
电子病历中予以记录，患者就不用

再进行重复检查。
“此前都是二级以上医院的检

验结果才能互认共享，这次我们将
三家医共体集团旗下的所有基层
卫生院全部纳入互认共享范围，这
在全省是走在前列的。”县卫健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推动检查检验结
果互认共享，打破了医疗机构的
“数据围墙”，将逐步解决长期以来
造成群众看病就医来回跑、反复跑
的“多头检查”“重复检查”等问题，
有效减轻患者负担，让医患之间更
互信、更和谐。

今后，患者只要是在全县 20

家互认的机构范围内进行的相
关检查检验，平台系统就会自动
提醒医生在线查询 30 天内的相
关记录，或将为患者免去重复排
队等检查的苦恼，省下一笔检查
费用。这个新举措让患者省钱省
时的同时，也让医生的诊疗更为
高效。

新举措实施至 11 月 23 日上
午 11时，全县已发生提醒 15711
次、调阅 2467次、互认 1420次，节
省医保基金、患者个人费用支出近
7.6万元，人均节约就诊时长约 1
小时。

我县 20家医疗机构
实现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共享
全省率先！

税务干部在宁波劳伦斯汽车内
饰件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

况遥近日袁县税务部门开展制造业企
业走访调研袁 并主动提供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等政策辅导袁 支持企业发
展遥
（通讯员 徐青霞 记者 金旭）

送税惠
添动能

记者 张霞 通讯员 刘敏 葛婷婷

本报讯 在车道上安装无线地
磁检测器并通过大数据分析可改
善交通拥堵；一套集成化的综合气
动测试平台能快速检测数控加工
零件……近期，象山港高级技工学
校涌动科技创新潮，200多名学生
以当“发明家”为荣，携 50余个创
新创意项目亮相该校首届“华翔
杯”科技节创新创意大赛。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
下，象山港高级技工学校早在
2011年就被列入浙江省中职创新

创业课程教学试点学校，“双创”
教育由此成为这个“蓝领梦工场”
的基石。通过组建“一组二室七
团队” （创新创业领导小组；创
新创业实验室、大师工作室；课
堂教学团队、培训教学团队、科
技教学团队、创业教学团队、机
械专业团队、电工电子团队、汽
车检修团队） 的创新创业工作网
络，将创新创业实验室和技能大
师工作室作为主平台，引导学生
解决小微企业实际生产中遇到的
现实难题。

为助推象山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该校将培养更多本土化的创
新型、复合型、应用型高技能人
才作为己任，每年通过举办校园
技能创新大赛，以赛促创、以赛
促练、以赛促教。今年的科技节
围绕“创新创意、匠人匠心”主
题，全校各专业学生聚焦我县先
进制造业、绿色低碳、交通、物
联网等行业领域，积极报名、踊
跃参与，共上报创新创意项目 50
余个，经校级初评、创新技法培
训、半成品研讨、成品研磨后，最
终有 8个优质创新项目脱颖而出
进入决赛。经特邀教授、企业高工

等联合评审，《综合气动测试平台》
《一种大数据优化交通系统》和《一
种真空抽油的汽车制动液回收装
置》等创新创意项目，凭借实用性
强、设计新颖等优势获得一等奖。

创新逐梦，赢得未来。近三年，
该校师生团队已有 18项作品获得
国家专利，还产生实用、新颖“金
点子”46余项，其中 28项制成成
品，14 项小发明在省创新创业比
赛中获奖。该校毕业生就业率已
连续多年保持在 99%以上，有的
还成为我县众多实力型企业争相
预订的对象。

“蓝领梦工场”逐梦正酣

技工学校校园涌动科技创新潮

记者 俞宇 通讯员 吴琳

本报讯 “丹西街道沿区路与
丹阳路交叉口向西北 30米处有一
井盖严重破损，存在安全隐患，亟
需修复。”近日，正在路面巡查的县
智慧城管中心信息采集员肖艳发
现一井盖破损，立即将问题描述和
现场照片通过处置通 APP上传至
“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

20分钟后，中国联通象山分
公司工作人员到达现场，对破损的
井盖进行修复，及时消除安全隐
患。平台显示，从采集员发现到井
盖安装完毕用时 2小时，跑出了智
慧城管第一时间发现、处置、解决
问题的“加速度”。据统计，今年以
来，县智慧城管中心共采集上报窨
井盖类问题 417件，案件及时解决
率 97.5%，同比上年度提升 1.5个

百分点。
今年以来，该中心充分发挥

“全覆盖、全天候、全过程”的监管补
位作用，联合外包采集、中队巡查、
考评督查、市民举报，建立常态化发
现机制，及时发现城区各类窨井盖
松动、老化、下沉、破损甚至缺失等
现象，通过“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
台”及时派遣给相关权责单位，力争
将发现的问题尽快解决到位。

针对发现的各类窨井盖问题，
中心严格按照《宁波市智慧城管事
件、部件分类标准与立案、结案规
范》的处置时限及结案规范（例如
井盖缺失、移位、开裂、明显影响安
全等事项处置时限是 2 小时），充
分发挥“大协同、大协作”的工作优
势，开展会议协调，实施现场办公，
做好现场考评，确保盖子平整、牢
靠、安全，尽快消除各种隐患。

井盖缺失、移位？两小时内解决！
智慧城管切实守护市民“脚下安全”

记者 王超男 通讯员 潘瑾群

本报讯 日前，随着一个圆底
“五心”标识的最终出炉，县行政服
务中心石浦分中心有了自己专属
的形象标识（LOGO）。

该 LOGO 以石浦的“石”作为
创意来源，造型中包含了飞鱼、“五
心”海浪、“象山县行政服务中心石
浦分中心”中文字体等元素。设计
整体简洁大方，又蕴含了石浦当地
的历史文化和地域特色。

据悉，该 LOGO由石浦服务中
心工作人员集思广益，自行设计。
其中，飞鱼腾飞、浪花飞溅，象征着
该中心积极向上、开拓创新的时代
风采；流畅的海浪好似飘扬的纽
带，寓意着服务中心始终是党和政
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五心”
造型则彰显了服务中心全心全意
为群众提供“真心、热心、耐心、细
心、贴心”服务的理念。

行政服务中心石浦分中心
有了自己的“LOGO”

记者 张伟海 通讯员 张琬琬

本报讯 近日，2021年度法治
象山（法治政府）建设专题培训开
班，来自全县 18 个镇乡（街道）、
40个县级有关单位的法治工作负
责人及业务骨干共 90 余人参加
培训。

此次培训为期三天，邀请有关
专家就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国共产
党“百年外交”智慧回顾与展望、行
政执法与行政诉讼、《行政处罚法》
解读、《刑法》重点内容解读等进行

专题辅导和实务培训。
近年来，我县紧紧围绕“建设

更高水平法治象山”，坚持在法治
轨道上推进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将法治政府建设作
为县域发展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
程。推动县政府、县级部门、乡镇
（街道）三级层面的立体式重大行
政决策目录化管理，实现法治政
府建设以点带面、示范带动、整体
推进。我县曾获“2020年度法治
浙江（法治政府）建设先进单位”
等荣誉。

法治象山建设专题培训开班

记者 陈雨露 通讯员 陈益坚

本报讯 没有空调却能保持四
季恒温，无需开窗却能进行换气通
风，这样的民宿你见过吗？近日，
2021伦敦设计大赛公布获奖名单，
位于茅洋乡的“十方”名宿喜获精
品酒店类银奖。

伦敦设计大奖由全球创意平台
DRIVENDESIGN主办，奖项涵盖
建筑、室内、平面、产品等四十多个
专业类别，旨在颂扬不断创新的勇
气，认可卓越的设计，表彰引领潮
流的创造力。

“十方”民宿以“低碳环保”为
设计理念，植入现代美学和象山海
洋文化元素，结构上通过半下沉式
无边泳池、平屋顶休闲露台等创意，
充分提高了空间利用率，更有一种
“马尔代夫”既视感。此外，民宿最大
的亮点在于环境科技的应用。民宿
主杨天刚是一名建筑暖通工程师，
结合自身“技能”与专业设备，打造
了全县首家采用恒温、恒湿、恒氧
“三恒”系统的超静音客房。

目前，充满未来科技感的“十
方”民宿已迅速成为茅洋旅游的新
晋网红。

茅洋“十方”民宿获国际大奖

记者 陈和李 通讯员 李诚诚

本报讯 日前，县文化馆组织
开展“渔歌组歌”进景区、进乡村、
进企业专场巡演活动，把独具象山
本土特色的渔歌送到群众身边，深
受好评。

截至目前，《渔歌组歌》下基层
巡演活动已走进东旦沙滩旅游消
费季、石浦半边山景区、晓塘乡月

楼村、柑橘文化节采摘仪式等现
场。接下来将奔赴爵溪、贤庠、泗洲
头等地开展巡演，计划在 2022年
2月之前，完成 20场次的巡演活
动。
《渔歌组歌》音乐专场演出是

我县近年来倾力打造的又一文化
品牌，共包含 11首歌曲。《渔歌组
歌》入选省委宣传部文化艺术发展
基金资助项目，并斩获多个奖项。

《渔歌组歌》专场巡演获好评

二、租赁房屋经营范围：用于经营服饰、眼镜、水果、

预包装食品、咨询服务类等不影响周边居民和单位正常

工作的行业，具体经营用途须符合委托人以及当地规划、

卫生、公安、消防、城管等部门的限制和要求。

三、标的展示、报名时间：2021年 12月 8日—9日

（工作时间）。

四、报名登记地点：象山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象山

县象山港路 300号）四楼大厅。

五、报名登记办法：1、竞买人须在 2021年 12月 9日

16时前将拍卖保证金缴付至指定账户（开户名：象山县产

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象山县支

行，账号：3901340009000050115，以实际到账时间为

准），并凭银行缴款凭证至象山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4楼

财务室开具保证金收据；2、企业或其他单位报名的必须

以本企业（单位）对公账户汇保证金；3、竞买人随带有效

证件（本人身份证或单位相应的证照副本、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公章）等办理报名登记手续，授权他人的则出具授

权委托书和委托代理人有效身份证。

六、失信人员和企业（单位）不得参与竞买。

七、拍卖方式：本次拍卖采用现场的增价拍卖方式，

不设保留价。

八、其他事项：经确认的原承租人按拍卖公告的要求

办理报名登记手续参加拍卖会的，在同等价格条件下对

其原承租的房屋享有优先承租权，未按要求办理报名登

记手续和未参加拍卖会的，视为放弃优先承租权。

九、联系电话：（0574）87810772 13906684730。

十、象山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址：http://bidding.

ningbo.gov.cn/xiangshan/

十一、未尽事宜详见本次竞买须知。

注：根据疫情防控情况，拍卖会时间有可能会调整，

请关注网站信息。

浙江金诚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 11月 25日

建设路、白象路房屋租赁权拍卖公告
编号 XCQ2021009

受象山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疗健康集团委托，经象

山县财政局同意，定于 2021年 12月 10 日 14:30在象

山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象山县象山港路 300 号）四楼

交易大厅举行房屋租赁权拍卖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拍卖标的：位于象山县丹东街道建设路、白象路

共 19处房屋租赁权，租赁期限为 1年，租期内租金不递

增，保证金 2万元 /标的；如下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租赁房屋地址

白象路 7号

白象路 9号

白象路 11号

白象路 13-1号

白象路 13-2号

白象路 15号

白象路 17号

白象路 19-1号

白象路 19-2号

白象路 19-3号

租赁面积约（㎡）

42.52

34.79

30.60

15.30

15.30

30.60

30.60

15.30

15.30

15.30

年租金起拍价（万元）

7.66

6.47

5.70

2.85

2.85

5.70

5.70

2.85

2.85

2.85

序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租赁房屋地址

白象路 21-1号

白象路 21-2号

白象路 23-1号

白象路 23-2号

白象路 23-3号

白象路 25-1号

白象路 25-2号

建设路 106-1号

建设路 106-2号

租赁面积约（㎡）

15.30

15.30

15.30

15.30

15.30

15.30

15.30

60.35

67.38

年租金起拍价（万元）

2.85

2.85

2.85

2.85

2.85

2.85

2.85

12.23

13.65

本着“公开、公正、透明”
的原则，对本菜场部分行业
空余摊位进行面向社会报名
招标。

报名地点：蓬莱菜场三
楼副场长室

报名时间：2021 年 11
月 25 日上午 8:00-11:00，
下午 14:00-17:00

年满 18周岁，具有完全
民事责任能力，资信良好。报
名时携带本人身份证、户口
簿、银行征信记录。

行业摊位分布及名额：

小熟食 1名
活鲜 1名
豆芽 2名
咸货 2名
水产 2名
咸菜 1名
点心 2名
报名人员经市场资格审

核确认后，摇号产生招标名
额，进入招标程序。招标时间
按场内各行业招标时间表统
一进行招标。

联 系 人 ： 陈 先 生 ，
65737253

蓬莱菜场部分行业摊位报名招标

mailto:jrxs12@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