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慈溪市新城大道营业所更名更址的公告

经宁波银保监局批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慈溪
市新城大道营业所营业场所变更为：慈溪市浒山街道南二环东路
1002号、1004号、1006号（虞波西园综合楼一层），名称变更为：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慈溪市虞波营业所，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慈溪市虞波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33020215
许可证流水号：01042395
批准成立日期：2008年5月30日
营业地址：慈溪市浒山街道南二环东路1002号、1004号、1006号

（虞波西园综合楼一层）
邮政编码：315300
电话：0574-63826032
业务范围：吸收本外币储蓄存款；办理国内汇兑业务；从事银行

卡(借记卡)业务；受理信用卡还款业务；受理电子银行
业务(含自助银行业务、短信服务)；基于邮储银行系统
的代收付业务；代理发行、兑付政府债券；提供个人存
款证明服务；代理销售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产品；经银
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并由邮储银行委托的其他
商业银行业务。

发证机关：宁波银保监局
发证日期：2022年9月23日

9 月 26 日，由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主办的首届宁波
海曙“科创中国”赛道明星第三次集结活动（9 月 24 日至 9
月 26 日）在宁波圆满落幕。

30 余位来自智能硬件、云计算、新能源、生命健康、高
端装备制造、智能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热门
领域的企业代表及行业实战型讲师齐聚一堂，开展了为期
3 天的深度交流探讨。经历了 3 天高强度的交流共创后，赛
道明星成员企业与主承办方代表们共同出席了结业仪式，
并为赛道明星成员企业代表颁发了结业证书。在结业仪式
上，宝天智控、汉振科技、探真科技、新生命医疗、相数科技
等一批优秀成员企业顺利签约落地海曙区。

下一步，海曙区将会更加充分利用“科创中国”的平台
优势，结合阿里云加速器的产品、技术和生态资源，与阿里
云加速器紧密合作，未来拟尽快推出第二期“科创中国”赛
道明星活动。

创新者强 自胜者胜
首届“科创中国”赛道明星第三次集结活动圆满落幕

位于菁英嘉座 37 号、38 号、39 号，宁慈东路 505
弄 108 号 1-1、 2-2、 2+1-1 进 行 公 开 招 租 ， 面 积 ：
2058.83 平方米。用途：净菜超市。租赁期限 8 年。招
标公告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网江北区分网。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庄桥街道办事处

招租公告
因原物业服务合同到期，经业主大会投票决定另聘

物业服务企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现向社会公开选聘
物业服务企业，为本小区提供物业服务。

具体选聘规则及报名条件详见“宁
波国家高新区江南一品业委会”公众号。

宁波国家高新区江南一品业主委员会
2002年9月28日

宁波市高新区江南一品花园小区
物业服务企业公开选聘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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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敏） 今天是第
16 个世界狂犬病日。记者从宁波
华慈医院了解到，这几年，犬伤门
诊依然处于高位，猫伤患者较前几
年大幅上升。

狂犬病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人兽
共患病，又名“恐水症”“疯狗症”，
是由狂犬病毒所致的急性传染病，临
床表现为特有的恐水、怕风、怕
光、恐惧不安、咽肌痉挛、进行性
瘫痪等症状，其病死率接近 100%。

据华慈医院犬伤门诊统计，截
至 9 月 26 日，今年该门诊共接诊患
者 19015 人次，其中日门诊量最高

为 120 人次，犬伤门诊依然处于高
位。但这几年也呈现出几大变化：
被大犬咬伤的患者急剧减少；犬伤
患者多为被自家养的宠物犬所伤；
猫伤患者大幅增加。今年医院犬伤
门诊中，因宠物犬受伤的有 6040人
次，看家犬 1927 人次，野犬 254 人
次；因猫受伤的竟有10208人次。

采访中，华慈医院外科副主任
医师胡勇多分析，从门诊看，宁波
人养犬趋于规范化。这同市委、市
政府对狂犬病防治工作的重视分不
开，这几年我市先后出台了 《宁波
市限制养犬规定 （修订）》《关于

进一步加强狂犬病防制工作的通
知》 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各地政府
都成立了狂犬病防制工作领导小
组，明确分工和责任，保证防制经
费和人员的落实，为防控工作提供
了坚实的组织和政策保障。

与此同时，随着狂犬病防控知
识宣传的推进，宁波人的狂犬病防
控意识较几年前有了极大提高。越
来越多的宁波人认识到被猫狗等动
物咬了抓了需要及时接种疫苗。据
统计，今年华慈医院狂犬病疫苗接
种针次就有 66300 余针次。2021 年
以来，宁波市没有发生狂犬病病例

报告。
不过，胡勇多表示，很多人对

于狂犬病疫苗接种仍然存在一些误
区，主要表现为：自家宠物接种过
疫苗，被咬了抓了应该不用上医
院；被狗咬了需要上医院接种疫
苗，被猫咬了不需要。他提醒，被
有狂犬病病毒的动物咬伤、抓伤，
或舔了人的黏膜及破损的皮肤，都
可能导致狂犬病病毒的传播，所以
无论是被狗咬了还是被猫抓了，无
论伤人的动物有没有接种过疫苗，
都要及时上医院接种狂犬病疫苗，
切勿心存侥幸。

今天是第16个世界狂犬病日，宁波华慈医院数据显示

犬伤门诊仍处高位 猫伤患者大幅上升

通讯员 殷建国 记者 陈敏

昨天，小蒋成功捐献造血干细
胞 188 毫 升 ， 成 为 宁 波 市 第 141
例、浙江省第 836 例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

90 后小蒋是舟山人，大学毕
业后在深圳工作，今年中秋节后来
到宁波一家基金公司上班。

阳光帅气的小蒋富有爱心，大
学期间就经常参加无偿献血，2015
年，上大三的小蒋加入了中华骨髓
库。今年 6 月 29 日，小蒋与患者初
次配型成功，8 月上旬完成体检，
9 月 23 日入住宁波市第一医院造血
干细胞爱心采集室。

小蒋有一位同样富有爱心的警
官姐姐，大他 7 岁，早在 2009 年就
加入了中华骨髓库。说起姐弟俩不
约而同先后加入中华骨髓库的原

因，却有一段心酸的往事。原来，
姐弟俩的母亲 2009 年因为癌症去
世，那时候姐姐从警官学校刚刚毕
业，而小蒋才念初中。对他们来
说，那是一段悲观绝望、暗无天日
的时光。全家人努力寻找任何可能
的希望，不放过任何一丝可以挽回
母亲生命的机会。可是，天不遂人
愿，母亲最终还是离开了他们。

小蒋说，母亲的早逝，让自己
备尝失去亲人的痛苦，他希望通过
自己的爱心奉献，给他人带去生的
希望，那样这世上就能少一个痛苦
的家庭。

说起 13 年前的过往，外表平
静的姐姐还是红了双眼。所以，当
得知捐献造血干细胞可以挽回一条
生命的时候，姐弟俩都非常默契
地作出了最坚定的选择。就像姐
弟俩说得那样，他们特别能理解病
人那种绝望无助又希望奇迹发生的
心理。

得知弟弟将捐献造血干细胞，
姐姐连夜从舟山赶到宁波，并全程
陪伴着自己的弟弟，既是见证，也
是为了给弟弟以力挺。

90后小伙捐献造血干细胞救人
他说特别能理解病人那种绝望无助又希望奇迹发生的心理

本报讯（记者邱韵） 夜骑热门
地——东钱湖环湖东路钱湖柏庭至
十里四香 （横街村段） 因无路灯致
夜骑者屡次摔伤一事引发网友热
议。记者昨天从东钱湖开发建设
管理局获悉，该路段即将开展道
路提升工程，并将结束“黑灯瞎
火”的日子。

9 月 22 日，宁波日报报网对上
述路段无路灯致夜间骑行爱好者摔
伤的情况进行了报道，引来不少网
友尤其是骑友的关注，他们纷纷发
表自己的看法。

骑友“DreamasaHorse”说，黑灯
瞎火，骑行时好几次遇到夜骑摔倒
的、车子看不见人差点冲过来的情
况。因为黑，所以来往车辆都开远
光，每次啥都看不清，眼睛都要瞎
了，下坡黑路都好危险。

骑友“11”则说，他们都是骑

行爱好者，在东钱湖骑行已经成
为每周必备运动项目，但是因为
这段路太黑了，希望装灯，哪怕
一 点 点 微 弱 的 灯 光 也 会 安 全 得
多。骑行既能强身健体，也是环保
运动，符合全民健身理念，望有关
部门尽早装灯。

骑友“pupu”觉得 安 装 路 灯
对车主和骑友都是好事。车主能
扩大行车视野，远距离就能发现
骑友；骑友也不会被过路车大灯
晃眼。

而其他网友则对东钱湖区域的
进一步提升发展提出了期盼。网
友“一江春水”说，东钱湖区域
城建工作需要进一步提升，希望
归 属 鄞 州 区 后 能 有 更 大 的 提 升 ；
网友“Ting Zin Odsal”希望抓紧
提升东钱湖周边各种基础设施规
划建设，别让这么好的一块宝地浪
费了。

报道同样引发了东钱湖开发建
设管理局的关注。昨天，该局一名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骑友反映的这
段道路实为公路，按照公路建设标
准，路灯可装，也可不装。他说，
随着东钱湖旅游开发建设的推进，
人流量逐年增大。为了满足市民
需求，涉及住宅、热门景点等其
他环湖路段都安装了路灯，但该
段道路周边是山体与稻田，夜间多
为过路车辆而鲜有人经过，故一直
未装。

他表示，近几年，单车运动的
兴起，环湖夜骑成了单车爱好者的
热门路线后，考虑到安全问题，该
路段近期将开展提升工程，预计年
底完工，届时将会安装路灯，同时
也希望夜骑的市民过此路段时能减
速慢行，注意安全。

发现身边事，请您继续通过以
下方式反映：

1、拨打热线81850000
2、微信搜索“nb81850”，关

注后留言
3、登录中国宁波网民生e点通

东钱湖环湖东路一路段无路灯致夜骑者摔伤一事引热议

管理局：年底前将安装好路灯

王锦南

据昨天
《宁波日报》
民 生 版 报

道，9月24日，本报报道了关于余
姚四明山山道摩托车飙车的新闻，
并引发了读者热议。26 日下午，
余姚交警又通报了一起最新事故，
一摩托车驾驶员过弯道时逆行引发
事故，险些丢了性命。

无疑，这名驾驶员是幸运的。
尽管他“伤势严重”，需要治疗，
但只是“险些丢了性命”而已，并
不是真的“丢了性命”。而这条山
路发生不少摩托车意外事故，有人
只是幸运地受伤，有人却为此付出
了生命的代价。

四明山山道“禁摩”已经好几
年了，交警也时不时地开展整治行
动，但总是有人罔顾“禁摩”规定
而在山道上上演各种交通违法行
为。难道他们以为这些交通违法行
为只是在给自己的生活添加刺激的

“佐料”而不会带来危险吗？真是
太天真了，这是在拿自己的生命
开玩笑，也是在拿一家人的幸福
开玩笑。

四明山何以会“禁摩”？是相
关部门闲着没事干吗？显然不是。
之所以要“禁摩”，是因为四明山
山道危险重重，而有的驾驶员常常
在速度与激情面前被冲昏头脑，上
演一场又一场现实版的“生死时
速”。这会给驾驶员带来危险，而
危险的存在意味着驾驶员随时有可
能遭遇意外，甚至因此付出生命的
代价。

四明山“禁摩”的潜台词是危
险，是有可能付出生命代价的危
险。这是有事实为明证的。期待每
一名摩托车驾驶员能真正读懂四明
山“禁摩”的潜台词，珍惜生命，
关爱自己，也关爱家人，千万别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否
则，就有可能付出沉重代价。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读懂四明山“禁摩”的潜台词

“最近，我老伴去住院了，就我一个人在家，今天这么多小朋友给我
送长寿面，还表演节目，我心里满满的感动！”82岁的老教师许爱珠开心
地接过长寿面说。

为进一步弘扬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昨天，鄞州明楼街道庆丰社区携
手宁波市行知实验小学师生在惊驾名庭C区开展“欢度重阳节，浓浓敬老
情”的孝亲活动。他们向辖区 70 岁以上“老宝贝”们送上关爱，发放
300 多份长寿面和糖，并对孤寡、残疾、高龄老人、老教师及退役老兵、
老劳模等老年群体挨个儿送上门，为老人送去节日的祝福。

（许天长 陈婕 柯晶晶 摄）

“老宝贝”们收到了孩子的礼物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小蒋。 （殷建国 陈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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