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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条：像煞
解释：好像，似乎。
例句：该地方我像煞来过类。[这个
地方我好像来过了。]

今天是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记者昨
日从市卫计委了解到，2016年全市累计
为儿童接种疫苗218万余针次，疫苗相关
疾病的发病率显著下降。

预防接种是预防控制传染病最主要的
手段，通过预防接种工作，我市疫苗相关疾
病的发病率显著下降。1991年以来，我市
未发生小儿麻痹症病例，并于2000年10
月证实进入无脊髓灰质炎状态。1988年开
始，我市已经连续23年未发生白喉病例。
麻疹发病率从1981年的180/10万下降到
了2016年的0.77/10万，降到了历史最
低水平。宁波市1岁组婴儿乙肝表面抗原
阳性率从1992年的9.8%下降到2014年
的0.3%。

记者从市卫计委了解到，2016年全
市累计为儿童接种疫苗218万余针次（其
中本地儿童92万余针次、流动儿童125万
余针次）。我市目前已建有165家规范化
预防接种门诊（其中包括 51 家省级五星
级预防接种门诊和 66 家省级三星级预防
接种门诊），1200余名培训合格规范操作
的预防接种专业人员。每一个适龄儿童
（本地儿童和外地儿童），都能便捷地享受
到优质预防接种服务。 孙美星 陈琼

中国煤矿文工团艺术学校
浙江分校落户至诚学校

昨天上午，中国煤矿文工团艺术学
校浙江分校揭牌仪式在至诚学校举行。
此次两校联手整合资源，尝试在多元教
学（艺术）方面进行探索，提升艺术教
育的发展理念。

据了解，中国煤矿文工团艺术学校
浙江分校今年会面向浙江地区招收初中
毕业生。预计今年首招一个班，约30名
学生。这个班，将根据两种方式对学生
进行培养：一种是学习完整的普高课程
内容，拿宁波本地高中文凭，将艺术作
为特长培训；二是仅学习6门高考课程，
不拿宁波本地的高中文凭，将来直接报
考艺术类院校。艺术课程主要由至诚学
校老师教授，中国煤矿文工团的著名演
员、表演家、歌唱家等，将定期为老师
们授课，以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

徐叶 赵生开

创客分享创业税收政策

近日，慈溪逍林国地税部门在创
客码头联合开展以“拥抱税务+ 助
推大众创新创业”为主题的税宣活
动。3位青年企业家代表的精彩演讲
让更多创业者了解了国家的相关政
策。 罗丹吟

图说

去年全市儿童
接种疫苗218万余次

（中奖号码以彩票中心为准）

今天下午到傍晚有中到大雨

今天好天气按下“暂停键”。
据市气象台消息，今天我市多云，下

午到傍晚转阴有阵雨或雷雨。
大家尤其要留意的是，雷阵雨时，雨

量会达到中到大。雷雨时，若是在室外
的，记得要注意安全。

此外，要提醒大家的是，今天夜里到
明天我市沿海海面有7~9级大风。

“春潮带雨晚来急”，眼下的雨，常常
来得凶猛，走得迅速。从目前的预报看，
明天我市虽然依旧阴有时有雨，但雨量明
显减弱。

好天气虽然“暂停”，但气温不为所
动，从目前的预报看，今天市区最高气温
24℃~25℃，和昨天差不多：最低气温
14℃16℃，比昨天略高。

石承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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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江北城管昨天发布的消息，该区率
先对北外环高架桥（洪塘中路以西段）养护
项目开展“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试点工作。

据悉，此项目作为我市首个市政养护
项目推向社会化管理，今年2月16日顺
利完成政府采购，服务期限为3年，通过

“代管制”服务模式来运行。北外环高架
桥（洪塘中路以西段）的代管制，其行为
和责任主体仍为“宁波市江北区市政养护
中心”，养护中心是北外环高架桥（洪塘
中路以西段）的第一责任人、具体事务的
牵头人。 边城雨 许耀立 周信恩

我市首个
“政府购买市政养护项目”试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