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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电计划通知
9月23日
萧王庙街道：萧王庙D538线萧王庙169号变（镇变2号）计量箱以

下整个台区因线路施工停电，影响：萧王庙 169号变（镇变 2号变）一

带。7:00-18:00
江口街道：方阳D503线胡家堍支线 22号杆五金拉丝支线跌落式熔

断器因线路施工停电，影响：五金拉丝、宁波金凌厨房设备有限公司一

带。7:00-12:00
岳林街道：金钟变舒前D916线、斯张D914线 1号杆开关，舒家变

吴墩D604线、舒后D603线 1号杆开关，因舒前D916线 7号分支箱移

位,舒后D603线14号分支箱至15号分支箱电缆移位,舒前D916线、斯张

D914线 21号杆电缆调换停电，影响：舒家开发区瑞峰路周围、浙江省

奉化区质监局办公楼、金钟泵站、大成路泵站、浙江省奉化区新城实验

小学、浙江省宁波南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省奉化区岳林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东新小区）、浙江省奉化区富盛针织制衣厂、浙江省奉化区

瑞峰特种电炉厂、浙江省奉化区维尔源塑业有限公司、浙江省奉化区天

元液压制造有限公司、奉化区亚欣光学仪器厂、宁波勇旭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浙江省奉化区滕星轴业有限公司、宁波市世润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浙江省奉化区运昌机械配件厂、浙江省奉化区宏威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浙江省奉化区明升电子有限公司、浙江省宁波市明博洁具有限公

司、浙江省奉化区合力热处理厂、浙江省奉化区正明亮装饰品厂、浙江

省奉化区凤鹰电器塑料五金厂、浙江省奉化区新元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省奉化区强裕塑料厂、浙江省奉化区杰莱美塑料制品厂、浙江省奉

化区赛克电器有限公司、浙江省奉化区鑫超精密铸造厂、浙江省奉化区

康龙保健设备厂、浙江省奉化区隆昌机电厂、宁波奉化远墨服饰有限公

司、浙江省奉化区岳林街道张记废品收购站、浙江省奉化区祺宸灯饰有

限公司、浙江省奉化区利成五金有限公司、浙江省奉化区麦林齿轴有限

公司、吴墩村、黑珍珠制衣厂、大桥康复医院、奉化区清源污水处理有

限公司、宁波市捷达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污水厂、胜达铝铸厂、东环建

筑有限公司、绿色加油站有限公司、城东工商所 （圆兴）、求真塑料

厂、王建龙、宁波东亚管件制品有限公司、奉化区音达音响配件厂、奉

化区奉港日用助剂化工厂、亚路轴业厂、巨海通迅厂、科隆达机械厂、

林德表业有限公司(精华轴业)、精铸五金厂、奉化区大堰镇兴达塑齿

厂、奉化区金利达印刷厂、恒兴时控改为李丰冲件厂、俞继光、城东不

锈钢有限公司、海天服饰厂、奉化区宇宁服饰有限公司、奉化区米史利

家纺经营部、董李五金厂、南山实业有限公司、萌达五金厂、奉化区新

丰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奉化精立时计有限公司、岳林精信计数器件厂、

超帆微型轴厂、奉化区环龙绿色食品有限公司、奉化区精密仪表元件

厂、奉化区新光热处理设备厂、东郊拉丝厂、天天宏医用区有限公司（新

大东刀磨）、瑞轩塑料制品厂、奉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奉化区嘉鑫塑料

厂、宁波鸿源轴业有限公司、广仁医院、奉化区永雷线切割店、奉化区源

泉塑料制品厂、奉化区精晟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奉化区耘升轴业厂、舒

后村、舒前村、斗门村、舒家、中山东路、东郊开发区工业区珠峰北路、

奉白公路至大成路之间、浙江省奉化区公航管理局、浙江省奉化区机关事

务管理局、浙江省奉化区总工会、浙江省奉化区奉化日报社、银峰路、瑞

峰路、岳林东路、珠峰路、天峰路、恒顺电讯厂、奉化区恒森电子厂、奉

化区兴宇瓷业有限公司、宁波金点子服饰有限公司、奉化区亚平机械设备

厂、宁波远东车辆部件有限公司、奉化区华铠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奉化区

曙光电子有限公司、奉化区城南液压件厂、勤立塑料厂、嘉力塑料电机

厂、奉化区大堰镇永兴塑料厂、宁波庆泰机械有限公司、新东方印务、宁

波岳林大酒店有限公司、力邦控股有限公司、奉化区万泉塑料厂、宁波盛

泰医用工程有限公司、舒家东郊开发区、浙江省奉化区锦屏轴业有限公

司、浙江省奉化区巨豪电连接器厂、浙江省奉化区高强度紧固件厂、浙江

省奉化区盛羽服饰有限公司、浙江省奉化区民愿陶瓷有限公司、浙江省奉

化区鸿达电机有限公司、浙江省奉化区指月机电厂、浙江省奉化区兴达塑

料齿轮厂、浙江省奉化区博大彩色印刷厂、浙江省奉化鸿宇旅游用品有限

公司、浙江省奉化区永生照明器材有限公司、浙江省奉化区大桥华能电子

厂、浙江省奉化区六顺冲件五金厂、浙江省奉化区莼湖第二机械配件厂、

鸿昌微型轴厂、奉化区精达塑料厂、奉化区波颖元件厂、苜郗塑料制品

厂、迎运橡塑制品厂、宁波市君瑞机电有限公司、东郊神爱花岗石厂、大

桥密露饮料厂(现代服饰包装)、奉化区永盈针织厂、永兴塑料厂、建发塑

料模具厂、奉化区大桥利盛钟表齿轮厂、奉化区万兴电子零件厂(三禾公

司)、奉化区久盛电子有限公司、奉化区中宁机械配件厂、顺鑫电子元件

厂、奉化区华申塑胶有限公司、奉化区恒霖机械有限公司、备发塑料五金

厂、奉化区应利成漆包线有限公司、奉化区京昊电子器材有限公司、奉化

区雅光灯头厂、奉化区福斯特服饰有限公司、巨丰模具塑料厂、奉化区得

尔盛电子厂、奉化区精达塑料厂、奉化区威拓机械有限公司、奉化区万竹

万一塑料制品厂、奉化区联宇塑料制品厂、东升塑料厂、奉化区文荣印务

有限公司、奉化区嘉科微型轴厂一带。5:30-16:30
9月24日

锦屏街道：亚克D910线 6号分支箱，因海潮机械配变移位停电，影

响：菲瑞克斯照明、海朝机械制造厂、消防机械厂一带。13:00-16:00
9月25日

锦屏街道：四明D713线开富DN321线 3号分支箱 1号开关，因新兆

印业配变增容停电，影响：佳昕不锈钢2号、新兆印业、富凯精工机械一

带。6:00-17:00

停电预告补充
9月21日
岳林街道：食园DN632线 7号杆开关，因食园DN632线 29号杆至 31

号杆架空改电缆并拆除锦屏 32号变停电，影响：南溪钟表、龙潭油泵、

泰盛计时、康达钟表、杰达精塑、三丰汽车、岳林寺、大成河泵站、移动

公司、恒源电子、大桥菜场临时变、城文开发建设、力兴水利、和都房地

产、长汀路老八路公交车站附近一带用户。6:00-17:00
9月22日
萧王庙街道：湖山D806线何家2号变支线跌落式熔断器因线路施工停

电，影响：萧王庙 62号变(何家 2号变)、萧王庙 355号变(何家 4号变)一
带。7:00-12:00

溪口镇：湖新D801线全线、武岭D896线武岭 1号分支箱、溪南D894
线溪南 1号分接箱因线路施工停电，影响：奉化市溪口塑料制品厂、奉化

区溪口镇人民政府(路灯)、宁波市奉化区溪口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市奉

化溪口东海气动成套厂、宁波市溪口墨逸武岭宾馆有限公司、溪一行政

村、王婆桥、百丈路、武岭东路、武岭广场、碧水家园小区、锦堤家园小

区、林校小区、桃源路、桃源小区、武岭路、中兴东路、奉化市飞达照明

电器有限公司、奉化市君璞大酒店、奉化市武岭桃源宾馆有限公司、奉化

区溪口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奉化市溪口花园酒店、奉化市新世纪溪口

大酒店有限公司、杭州肯德基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

院、宁波市奉化区国家税务局溪口税务分局、宁波市溪口青藤酒店有限公

司、宁波剡溪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湖山村、湖新村、奉化溪口实验幼儿

园、宁波市奉化名城电器塑料制品厂、宁波市奉化区路灯管理服务处、宁

波市奉化区中肯气动设备有限公司、宁波市奉化区剡溪中学、宁波市奉化

新灵气动工程有限公司、奉化区溪口中肯气动元件厂、奉化区永佳纺织机

械配件厂、奉化区溪口镇人民政府、宁波溪口雪窦山风景名胜区开发建设

有限公司、宁波市亚太酒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奉化分公司、溪口泰悦居一

带。6:00-18:00
停电通知预告

9月18日
萧王庙街道：大埠D816线前葛2号变支线跌落式熔断器因线路施工停

电，影响：萧王庙51号变（前葛2号）一带。7:00-18:00
说明:如遇下雨等不可抗因素则有可能顺延或取消！

供电服务热线95598
奉化供电公司

声 明
自即日起，浙江兴润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原公章作废，启用新刻公

章。
特此声明

浙江兴润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2017年9月16日

遗失声明
宁波市奉化岩头缝零厂遗失

财 务 章 一 枚 ， 号 码 ：

3302240001447，声明作废。

奉化市乐野生态农场遗失开

户 许 可 证 一 本 ， 号 码 ：

J3326003010501，声明作废。

奉化市莼湖镇华风太阳能热

水器经营部遗失开户许可证一

本，号码：J3326002357701，声

明作废。

奉化市大桥镇西郊仙人洞公墓

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一 本 ， 号 码 ：

J3326000829002，声明作废。

奉化市溪口新艺阀体锻件制造

厂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号码：

3302240021066，声明作废。

印雅忠遗失宁波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奉化分局2012年10月26日核发

的注册号为330283602060908的营业

执照正本一本，声明作废。

童如贤遗失出生医学证明一

份，号码：D330122371，声明作废。

记者 15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

到，我国 24小时台风路径预报误差

连续五年小于美国、日本气象部门。

今年 7月 21日至 7月 30日，6
个台风生成，其中 3个登陆我国，它

们或短促、或多变的发展轨迹，都被

准确掌握。

我国从2010年开始发布120小
时台风路径预报，从 2012年开始我

国台风路径预报误差逐年缩小。

2016年，该预报误差已经比美国低

80多公里、比日本低50多公里。

国家气象中心主任毕宝贵说，

我国台风路径预报能力的提升，得

益于集合预报技术的发展、观测站

网的完善、卫星数据定量分析的优

化应用以及客观化业务模型和预报

平台的改进。

“特别是我国首创的‘多集合预

报模式系统的集成订正技术’，得到

多个国家和区域气象机构的认可及

采纳。该技术通过最新实况定位，

在路径集合预报中优选一定数目的

‘好成员’，少数‘好成员’的‘平均成

绩’自然要比集合平均更佳。”毕宝

贵说。

同时，我国已初步建成以气象

卫星、多普勒天气雷达、探空气球、

地面自动观测站、海上浮标等为基

础的实时台风综合观测体系。在台

风尚未生成的时候，预报员便开始

对洋面上空进行监测，主要依靠卫

星等预报；当台风逼近沿海时，多普

勒天气雷达、探空气球、海上浮标等

的使用有助于精准“刻画”台风的登

陆点。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

我国台风路径预报
准确率国际领先

第二届中国质量（上海）大会

15日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

致贺信，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

贺。

习近平指出，中国质量大会旨

在推进国际质量合作。质量体现

着人类的劳动创造和智慧结晶，体

现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

华民族历来重视质量。千百年前，

精美的丝绸、精制的瓷器等中国优

质产品就走向世界，促进了文明交

流互鉴。今天，中国高度重视质量

建设，不断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

努力为世界提供更加优良的中国

产品、中国服务。

习近平希望各国与会代表共

同分析国际质量发展趋势，交流全

面质量管理经验，推动质量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通过提高质量不断促

进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为各国人

民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出贡

献。

新华社上海9月15日电

习近平向第二届中国质量（上海）大会致贺信

在央行等七部门叫停各类代

币发行融资后，与虚拟货币相关的

另一个暗藏风险的环节——交易

平台正处在风口浪尖。14日晚间，

国内知名比特币交易平台——比

特币中国主动宣布，本月底将停止

数字资产交易平台所有交易。ICO
之后，虚拟货币交易平台或是下一

个“被叫停”么？

“主动停止”和“被动叫停”
还距多远？

比特币中国率先主动停止交

易平台业务后，市场紧盯着另外两

家知名虚拟货币交易平台——OK⁃
Coin和火币网。截至记者发稿前，

这两家企业并未跟进。

“目前监管还未公开下发文件

叫停，我们仍在观望。”一家虚拟货

币交易平台相关人士表示，国内活

跃的虚拟货币交易市场让他们难

以轻言放弃。

不过，更多的平台和投资人已

经接收到监管“信号”。8月 30日
晚，“国字头”的行业协会——中国

互联网金融协会率先针对 ICO发

布风险提示。9月 4日，央行等七

部门发文叫停各类代币发行融

资。比特币中国称，正是根据七部

门的公告精神作出了相关决定。

“自国内 ICO被叫停，我就逐

渐把国内平台上的比特币交易转

移到国外平台了。”深圳市的投资

人许先生说，“国内媒体几乎每天

都在报道比特币的投资风险和监

管风暴即将来临，这让我果断将国

内平台上的比特币提币。”

被叫停的是 ICO，为何市场焦

点转向了虚拟货币交易？业内人

士介绍，ICO 类似于区块链企业

IPO融资，但融来的“钱”是比特币、

以太币等虚拟货币。不少虚拟货

币的交易平台都参与了 ICO融资，

并趁机炒作推高比特币的价值泡

沫。

在叫停 ICO 的同时，监管重

申，虚拟货币不具备货币属性，不

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

13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发

文称，各类所谓“币”的交易平台在

我国并无合法设立的依据。比特

币、莱特币以及各类代币等所谓

“虚拟货币”在一些互联网平台进

行集中交易，涉众人数逐渐扩大，

所形成的金融和社会风险隐患不

容忽视。

平台违规发展
或将促使监管出手

即将停止平台交易的比特币

中国已在国内“耕耘”了 6年，在平

台成立的2011年，比特币价格最高

也不过每枚 30美元。随着近几年

比特币价格的起起伏伏，比特币中

国成为国内较大的比特币交易平

台，我国比特币交易量占比也一度

超全球八成。

“但这些交易多半是短期投机

套利，只有不到 14％的用户打算长

期持有。”北京邮电大学教授杨义

先介绍，比特币正成为投资者追求

短期利益的手段。

在我国，比特币被定性为“虚

拟商品”，其风险在一些交易平台

推波助澜下持续向金融领域蔓延。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相关人

士表示，投资者通过比特币等所谓

“虚拟货币”的交易平台参与投机

炒作，面临价格大幅波动风险、安

全性风险等，且平台技术风险也较

高，国际上已发生多起交易平台遭

黑客入侵盗窃事件，投资者须自行

承担投资风险。

中国社科院支付清算中心特

约研究员赵鹞表示，不少投资者承

受风险能力不足，认为虚拟货币是

“一本万利”的投资品，却忽视了背

后的高风险。部分平台更是怂恿

投资者参与高杠杆的期货交易，自

己坐庄暗中操纵市场进行虚假交

易，令投资人的资产权益难以保

障。

“七部门对 ICO果断出牌，各

地也紧锣密鼓地采取行动，而快速

‘冰冻’市场泡沫的方法就是切断

不合格投资者的资金渠道——虚

拟货币平台平台交易。”亚太未来

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杜艳说。

虚拟货币交易走向何方？
比特币中国将停止平台交易

的消息一出，国内比特币报价应声

下跌，一度跌破每枚 20000元。这

让不少投资者关注国内虚拟货币

今后的走向。

截至记者发稿，比特币中国、

okcoin、火币网等平台的比特币报价

在 22000元附近，24小时内最低价

甚至一度探至16000元，这相较9月
初32500元的历史高位几近腰斩。

目前，比特币中国停止平台交

易，但不影响用户将账户中的虚拟

货币提出。也就是说，这些虚拟货

币可以转移到国外交易所，或者进

行场外点对点交易。

业内人士指出，场外交易量的

增加使得比特币交易更为隐蔽也

更难跟踪，不排除催生其他风险隐

患。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

虚拟货币交易平台风险高企 应“主动停止”还是“等待叫停”

南昌启用闯红灯人脸识别系统
曝光不文明交通行为

在南昌市红谷滩新区赣江中大道与世贸路交叉

路口，南昌市公安交管局安装的“行人闯红灯人脸对

比”系统正在运行，抓拍闯红灯的行人（9 月 15 日

摄）。

近日，江西省南昌市公安交管局在市区路口安

装的首个“行人闯红灯人脸对比”系统启用。行人闯

红灯将被该系统拍照，并在路口电子显示屏上曝光

经过处理的身份信息，曝光不文明交通行为和警醒

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人。

据南昌市公安交管局介绍，今后该系统将会在

南昌市逐步铺开。 新华社发

浙江省政府日前与国家标准委

签署了省部共建金砖国家标准化研

究中心合作方案，将重点建设金砖

国家标准化(浙江)研究中心，推动

中国标准“走出去”。

根据合作协议，该研究中心由

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筹建，浙江

省标准化研究院为承建和技术依托

单位，是目前我国唯一研究金砖国

家标准化战略、产业政策、标准体

系、法律法规和贸易政策，支撑金砖

国家标准化合作机制的综合性平

台。

浙江省将加强机构建设、能力

建设、人才建设、国际交流，国家标

准委将予以全力支持，发挥共建合

力，将金砖国家标准化研究中心打

造成为金砖国家政策、规则、标准三

位一体联通的重要支撑，成为我国

重要的国际标准化研究机构。

新华社杭州9月15日电

浙江与国家标准委

共建金砖国家标准化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