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敬的电力客户：
为配合宁波市部分行政区划调整，国网宁波供电公司将

于2017年5月29日进行供电机构同步调整，原江东区 （含高
新区、东部新城，下同） 电力客户将划归国网宁波市鄞州区
供电公司管辖，原鄞州西部地区 （含集士港镇、古林镇、高
桥镇、横街镇、鄞江镇、洞桥镇、章水镇、龙观乡、石碶街
道，下同） 电力客户将划归国网宁波供电公司海曙供电分公
司管辖，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2017 年 5 月 24 日至 5 月 31 日之间，各商业银行暂停办
理原江东区、鄞州西部地区一卡通新增及变更业务。机构调
整后，客户原已办理的一卡通继续有效，原江东区、鄞州西
部地区的银行托收客户暂无需重签托收协议，但有跨区托收
的客户需重签电费收交协议。

2.为保证客户数据顺利割接，原江东区和鄞州西部地区
客户请务必于 5月 27日前交清本月止所有电费，逾期的电费
您须到供电营业厅现场交费。

3.2017 年 6 月 1 日起，海曙 （含鄞西）、江北供电营业网
点不再受理原江东区用电业务及柜台收费业务，鄞州 （含原
江东） 供电营业网点不再受理海曙 （含鄞西）、江北区客户
的用电业务及柜台收费业务。相关业务建议您下载掌上电力
app在线办理。

4.2017年6月1日起，原江东区、鄞西地区的电费交纳账
户也将统一变更，请通过网银、支票或倒缴等方式交费的客
户注意使用新的交费账户，避免出现因账号名称错误导致退
票、退款，延误电费交纳。

5. 若有不明之处，请致电 95598 或咨询当地供电营业
厅，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对这次区划调整给您造成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恳请
得到广大电力客户的理解和支持，并请相互转告，谢谢合
作！

特此公告。
国网宁波供电公司

二○一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备注：
宁波供电营业厅
地址：中山西路198号 电话：51101051
江东供电营业厅
地址：百丈东路80号 电话：51103501
江北供电营业厅
地址：清江路380号 电话：51103081
高新供电营业厅
地址：翡翠湾5号楼 电话：51103528
洪塘供电营业厅
地址：文体路55号 电话：51103288
慈城供电营业厅
地址：宁慈西路123号 电话：51096168
集士港供电营业厅
地址：日葵路6号 电话：51092660
鄞江供电营业厅
地址：四明东路67号 电话：51092757
石碶供电营业厅
地址：石碶北路延伸段 （雍景苑小区对面）

电话：51092787
具体账户名称变更情况如下：
江东区变更前电费账户名称：
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宁波供电公司市区电费户
江东区变更后账户名称：
国网浙江宁波市鄞州区供电公司城区电费专户
账号：3901150029000244746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支行
鄞西地区变更前账户名称：
国网浙江宁波市鄞州区供电公司城区电费专户
鄞西地区变更后账户名称：
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宁波供电公司市区电费户
账号：3901110029200013774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宁波市鼓楼支行

国网宁波供电公司关于行政区划调整相关业务影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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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陶
子）昨天，记者从市疾控中心发布的

《2016 年宁波市死因监测报告》了
解到，2016 年宁波市居民期望寿命
81.34 岁（男性 79.26 岁，女性 83.59
岁），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宁波人健康期望寿命
71.54岁

据统计数据，与2011年相比，我
市居民期望寿命5年间增长了0.97岁。

市疾控中心慢性病防治所所长
李辉说，居民期望寿命的提高，与我
市这几年创建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
区是分不开的。截至 2014 年底，我
市及各区县（市）均建立由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牵头、综合性医院为支撑

的“1＋×”慢性病防控管理模式。疾
病预防控制机构与综合性医院“牵
手”共同防控慢性病，有效整合区域
内“医”与“防”的力量，构建起以疾
病预防控制机构业务牵头、综合性
医院为支撑、城乡社区卫生服务机
构为基础的慢性病“三位一体”的防
控服务网络。

据了解，目前，我市 10 个区县
（市）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创建实
现了全覆盖，其中 7 个为国家级，3
个为省级。

在居民期望寿命提高的同时，
宁波人健康期望寿命也达到了相当
高度。据了解，2016 年宁波市居民
健康期望寿命 71.54 岁。也就是说，
我市 2016 年出生的婴儿未来平均
能活到 81.34 年，其中 9.80 年是（病

伤残寿命）带病度过的。

慢性病成最主要死
因，且呈年轻化趋势

尽管我市防治慢性病取得了一
定成效，但根据报告，慢性病已经成
为我市居民的最主要死因，占总死
亡人数的比例不断上升，2016 年慢
性病死亡人数的比例高达 82.1%，
其中肿瘤、循环系疾病（主要为心脑
血管疾病）和慢性呼吸道疾病成为
慢性病死亡的前三位死因。

慢性病呈年轻化趋势。从 2011
年至 2016年，宁波市糖尿病发病趋
势基本一致，糖尿病报告发病率随年
龄增大基本呈上升趋势，40岁以后糖
尿病报告发病率上升趋势加快，60岁

以后进入缓慢增长期，70岁以后报告
发病率有所下降。糖尿病发病日趋年
轻化，20岁至59岁发病人数占总发
病人数的 56.48%，60岁以上发病人
数占总发病人数的46.25%。

新闻链接
人均期望寿命是指已活到一

定岁数的人，平均还能再活的年
数。在不特别指明岁数的情况下，
指0岁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

期望寿命代表的是一群人或
全部人口的预测寿命，期望寿命
以死亡为终点。健康期望寿命估
算的是一个人在完全健康状态下
生存的平均年数，以丧失日常生
活能力为终点。期望寿命和健康
期望寿命的差值即病伤残寿命。

我市居民期望寿命81.34岁
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本报讯（实习生孙佳丽 记
者殷聪 通讯员张松高）“你销
售的猪肉未加盖检疫章，是不允
许销售的。”日前，余姚市市场
监管局马渚分局执法人员突击检
查马渚菜市场时，发现一家经营
户正在销售“白板猪肉”，现场
发现该类猪肉 12.5 公斤。该批

“白板猪肉”被市场监管部门依
法查扣。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消费
者，谨慎选购未加盖检疫章的

“白板猪肉”。
自今年 3月开展食品安全排

雷“百日攻坚”行动以来，余姚市
市场监管局将“白板猪肉”检查作
为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开展了

为期 3 个月的专项整治行动。截至
目前，该局已查扣“白板猪肉”300
余公斤，查处涉案经营户 7家。余姚
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消费者食用“白板猪肉”可能会
因为摄入兽药或激素，造成食物中
毒。除了加大对“白板猪肉”的检查
力度外，市场监管部门还加大了对
私宰生猪的打击力度。

消费者选购猪肉时应该注意哪
些事项？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一是要看猪肉上是否盖
了两章，即检疫印章与合格印章；
二是要查看该猪肉是否有动物检疫
两证，即合格证与检疫合格证，并
查看检疫合格证与检疫印章是否一
致，消费者还需留意检疫合格证上
的销售地与实际销售地是否一致；
三是要查看猪肉是否存在出血现
象，如购买的猪肉出现该类情况，
应谨慎购买。

余姚3个月查扣
“白板猪肉”300余公斤
市场监管部门：谨慎选购未盖章的猪肉

本报讯（记者王岚 通讯员
刘鹏程 路敏艺） 日前，随着甬
临线最后两块T型广告牌被拆除
完毕，奉化区为期 2个月的主要
公路两侧T型广告牌拆除工作提
前 完 成 ， 共 计 拆 除 广 告 牌 37
块，面积 7992 平方米。至此，
奉化区行政区域主要公路两侧再
无一块T型广告牌。

近年来，奉化区持续推进户
外广告整治、高速公路沿线广告
牌整治和“两路两侧”“四边三
化”整治等专项行动，先后拆除
外观破损、内容低俗、长期空置
甚至存在安全隐患的户外广告设
施 4.8 万平方米，拆除沈海高速
和甬金高速两侧 T 型广告牌 91
块，面积 2.6 万平方米。今年，
围绕创建省“无违建区”的总体
目标，奉化区自我加压，明确四
五月份对甬临线、江拔线、东环
线、沿海中线等主要公路两侧T
型广告牌进行集中拆除。

T型广告牌整治工作牵涉多
方利益，整治中极易引发矛盾冲
突。为此，奉化区在前期动员
中，多方协调，争取各方支持。

在充分协调和诚恳座谈下，广告业
主均按时拆除广告牌，自拆率达到
100%。在4月最后一周，该区开展
了“集中拆违周”活动，对镇 （街
道） 扶持村级经济和政府部门设置
的T型广告牌进行首批拆除，起到
良好的示范带头作用。考虑到T型
广告牌下方通常种植花木、农作物
等，该区在专项整治行动中想方设
法保护农户利益。如溪口镇在拆除
江拔线一块T型广告牌时，因广告
牌下方种有名贵花木，特地从杭州
调来 300吨位的大型吊车对 T 型广
告牌进行吊离，确保不造成花木损
坏。

奉化区在持续开展“四边”整
治工作的同时，注重“三化”工
作，积极对拆后地块进行复绿复耕
和改造利用，真正做到拆建结合，
给城市建设带来生机和活力。如通
过拆除西坞高速出口附近 T 型广
告牌、路牌广告及管理用房等 1.1
万平方米违法建筑，利用拆后地块
建设彩色花带映衬绿色乔灌木的特
色景致，新增绿化面积4.25万平方
米，打造了奉化区的城市新窗口和
新名片。

37块广告牌集中拆除
奉化区主要公路两侧T型广告牌“清零”

本报讯（记者王岚 通讯员
包静琴 沈楚绮）鄞州区泰安西
路银河湾北门积水点日前改造完
毕。自此，鄞州城管今年 30 个积
水点改造整治工作已全部完工。

泰安西路银河湾北门在雨天
易产生积水现象，鄞州区城管局
排水处工作人员巡查后发现，此
处拐角最低点没有雨水落水井，且
沿路雨水篦子内残存大量餐饮垃
圾导致堵塞。对此，区排水处对积
水点改造制订了方案，在最低点
增设一座落水井，并开挖重铺由
于油污板结造成堵塞的管网。

近年来，由于大量的房产开发、
道路建设改造以及地下排水管网的
长时间运行，中心城区部分路段出现
积水。专业人士分析认为，目前鄞州
新城区形成积水点的主要原因是多
年道路沉降，路面与雨水口之间产生
一定高度差，导致雨水无法排入井
口，也有可能是周边环境复杂（诸如
有在建工地等）造成管网淤积、堵塞，
雨水管网无法正常工作。针对各积水
点问题，改造方案主要包括增设检查
井、落水井，管道改造优化、疏通等措
施。自启动积水点整治计划以来，鄞
州区已改造完成积水点121个。

鄞州完成全年
30个积水点改造任务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徐
晨燕 邬丽娜） 把跳佳木斯舞当成
每天必修课的董阿姨怎么也没想
到，原本想通过跳佳木斯舞减缓
肩痛，不想却导致肩部肌腱撕裂
了 2 厘米。李惠利医院丁少华医
生提醒市民：运动不当极易导致
关节、韧带和肌肉损伤，一定要
科学运动。

3 年前，董阿姨出现右侧肩膀
疼痛。朋友告诉她这是肩周炎，一
定要多活动肩关节预防粘连，跳佳
木斯舞可以活动肩关节，是不二选
择。

自此，董阿姨开始天天坚持跳
佳木斯舞。一段时间后，董阿姨发
现肩膀疼痛没有明显缓解，但朋友
告诉她要长久坚持才见效。3个星
期前，她像往常一样跳完佳木斯舞
后，右侧肩膀突然提不起来了，渐

渐地一动就痛。董阿姨这才意识到
情况严重，急忙赶到市医疗中心李
惠利医院就诊。拍片检查显示肩袖
断裂，肩部肌腱裂开了 2厘米的口
子。看到报告后，董阿姨懵掉了，
佳木斯舞也不是剧烈运动，怎么会
导致肩袖断裂呢？

“又是错把肩痛简单当成肩周
炎惹的祸。”运动医学的技术骨
干、丁少华主任医生解释说，肩周
炎是肩关节内无菌性炎症，疼痛时
没有明显压痛点，随着病情发展会
出现即使有人帮助也抬不高、转不
动手臂的症状；而肩袖损伤则是有
明显的压痛点，越动越痛。由于肩
周炎和肩袖损伤都以肩痛为主要症
状，市民很难区分。董阿姨最初的
肩痛并非肩周炎，而是肩袖撕伤，
跳佳木斯舞不断牵扯、摩擦本已受
伤的肌腱，最终导致断裂。“其实

临床上 80%以上的肩痛是肩袖损伤，
真正的肩周炎不到20%。”

近日，董阿姨接受了肩关节镜微
创手术。一个月后，她的肩膀就能活
动自如，疼痛也会消失。

像董阿姨这样因运动不当而损伤
的人不在少数。据丁少华医生介绍，
他的门诊病人中，近七成为运动损
伤。丁少华提醒广大市民尤其是中
老年人，一定要科学合理运动，首
先要排除禁忌证，例如肩袖损伤则
不应活动受伤肩关节，如果是腰椎
间盘突出则不能参加羽毛球、篮球
等运动。中老年人往往伴有高血压、
糖尿病等慢性病，运动应在血压、血
糖控制平稳的条件下进行。其次应
以有氧运动为主，可以选择步行、
乒乓球、游泳等，还应循序渐进。
此外，运动前后应有准备活动，以
减少运动损伤。

跳佳木斯舞治肩痛？
董阿姨跳得肩部肌腱撕裂了

快
乐
学
习

原本单调枯燥的讲课变成了
老师与学生快乐地互动、游戏，
学生的每次大胆发言总会得到老
师的热情肯定，甚至会得到老师
发的各式各样的“赞扬贴”；班
级成立自治委员会，学生的事学
生自己管理，不用老师操心；人
人是班干部，学生成了班级真正
的主人；如果有特长爱好，那你
就有可能荣获“十佳”，受人尊
敬……在宁波光华学校读书的学
生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沉浸在快

乐学习的氛围中。
“让学生快乐学习、幸福成

长，是我们立校之本。”宁波光华
学 校 小 学 部 部 长 李 春 艳 告 诉 记
者，让学生感到学习快乐，老师
是关键。为此，学校要求老师放
下身段，平等对待学生，创建轻
松愉悦的学习环境，营造融洽和
谐的师生关系，寓教于乐，努力做
到“以自己的快乐来激发学生的快
乐”。

李春艳坦承，在推行“快乐学

习”理念上，外籍老师功不可没。
他们会根据教学内容来特别布置教
室的场景，让学生扮演书本中的角
色，以增强学生的新鲜感；他们上
课时外向乐观、风趣幽默，深受学
生喜爱。在外籍老师的身上，其他
老师学到了不少。

快乐是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
当学生认可接受知识的环境和过程
是相当舒服的时候，那么他们必定
是快乐的。

（徐文杰 忻志伟 文/摄）

来自美国的外籍教师乔纳森正在给孩子们上英语课。

学
生
在
校
期
间
各
方
面
表
现
突
出
时
，
会

得
到
老
师
给
予
的
﹃
赞
扬
贴
﹄
以
示
肯
定
。

班里的学生人人是班干部，
学生的事学生自己管。

体
育
课
上
，
老
师
也
尽
量
在
轻
松
快
乐
的

状
态
下
对
学
生
因
材
施
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