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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R àbcde

;<=>?=@A
9QRJfgSi;Si;;;TUfz;;ZV
9QWXYZ:;SjZTj[g;;;ZV
\]P=j;Sj[fi;;;T::;;ZV
^_RJf;Sjg;;Tfg;;ZVj[
`LabYZ:gS:ZTc[TURd
efgeZhfgSk;;;Tjj;;Z

fghi,-,/-01,,DDjk
ijZhjC!C:gSz;;;T:g;ZV
klmnXf;Sg;;;Tjj;;ZVj[
^_opfjCj;Sk;;;Tfk;;ZV
`LqriS:[i;;;Tyg;ZV
stuvrfgCjgSk;;;TUwRd

fghi,-l-DlD/.,.mn
WXZhiSi;;;Txz;ZCyyg;ZV
ozZhjS:SgSf;;;T!f;ZV
{|YoJZh!S:;;;TN}ky;Z
M~YZ6gegSi;;;Tz;;ZV
3!Mb"!SgSi;;;Tfj;;ZV

fghi,-,/-0122..mo
pqrstu#vw,D,Dxh6y7xh

B8PQRSTUVWXYR
Z[\.]^0_`ab;c09
djkiiljefg[Bhijk*
l ` = j m no p q r =
' E 0fyyiyzg:gfg# * $

z{|}~!"#$

s r ! t u v J 2 r
wx^yz{0fg9
d mgiiilj | } ~ =
f:y;gy!:jjfykkgyfyy%

xhB%
56789,-.
!"#$"%"')*"+(*)''+&

!:;:<=>1?@A23BC
DEFGHIJCKLKMNJJJOPQ

R!"STIJUUMMNKVKU

!WX!"#$#%&'()*(((+
!YZ#$#,-.'(((')**

!56/0123456'76'*''48

[\()!"#!$#%"
'5()G*3G+,G-.
lm./0S7123LM

!$&]90123'44**4+7:
!"^$IJLUNLUVUKU_

!`a;<=>?@45)6('')7+'

!"##$%&'()*
ABCDCEFGH6I6JFKL
MN,OPQRS45*'+)6'67(

!4bTAUVW456'7647+*)'()+
XYZ[>\GH7J,O
6***]^CDC_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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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落实“实名制”规定

奉化一快递公司
被罚停业整顿15天

本报讯（记者 马涛 通讯员 应伟健） 收、
寄快递一律实名制，这一政策实行已经有段时间了，
可仍有快递公司没当回事。昨天，记者从奉化警方
获悉，他们日前查处了3家“不守规矩”的快递公司，
其中1家将面临停业15天、罚金1万元的处罚。

根据相关规定，快递公司在收寄快递时，实行
三个100%政策，即百分百实名登记、开包验视和
X光安检。去年11月17日，奉化警方在调查中发
现，位于大成路的一家快递公司未如实填写及开包
验视。而在半个月之前，警方在该公司曾发现同样
情况，并下发整改通知书。

“很显然，这家公司对警方的调查和整改要求
置若罔闻，一犯再犯。”办案民警介绍，根据规定，奉
化警方将对其作出停业整顿15天，并处1万元罚
款的行政处罚。

“有的客户是熟人，没有带身份证，不写真名，
也没打开检查，和快递员说说好话，也可以寄出去，
比如大成路的这家就是如此。”民警说，所有的快递
公司填写面单的前台，都有监控，在民警日常的巡
视中，只要调取录像就能发现。

女子打出租车上高速

在应急车道
等开集卡车的老公来接

本报讯（记者 王思勤 通讯员 蒋其臻）
昨天中午11点，高速交警沿宁波绕城高速巡逻至
宁波西互通时，看见一位女子正站在应急车道上东
张西望，身边无任何车辆停留。交警立即将巡逻车
靠边，上前询问情况。

该女子姓晏，来自四川，当问及她从哪里上高
速的，她的回答让民警惊呆了：“我是打出租车上来
的，在这里就下了车。”交警问她，为什么要在应急
车道下车，她又说出一句让人哭笑不得的话，“等老
公来接我。”

交警随后让她先上巡逻车，把她带到了洞桥收
费站。经过调查，交警得知，晏女士老公是开集装
箱车的，车子在北仑港出发去义乌拉货。她从宁波
打出租车上高速，是想等在集装箱车必经的高速路
上，到时候就可以直接上车见到老公了，谁知，没等
到老公，被高速交警给发现了。

交警对晏女士进行了批评教育，而她自己也认
识到了错误。

在市美容美发行业协会里，活跃着这样一支队
伍——每季度都会组织一批志愿者上四明山区为
那里的留守老人义务理发。

4月17日上午，海拔500多米的海曙区章水镇
低坪村下着大雨，“得知这帮孩子要来，有些老年人
早早就等在这里了。”村支书告诉记者。“我们村坐
落于海曙、余姚、奉化三地的交界处，只有200多位
留守老人长住。村里交通比较落后，坐车往镇区需
要绕道40多公里，平日老人们想理发得乘个把小
时的公交车到镇上，碰上有些年迈的老人行走不
便，理发就更成了他们的老大难问题。”

在村委会活动室，8把凳子一溜排开。“来来来，
阿姨，您坐这边。”现场，负责此次活动的协会副会
长郑士平正热情地招呼村民。讲起活动的起源，郑
士平说：“三年前，我和朋友一起到四明山森林公园
游玩，结果车子开错方向，阴差阳错来到这边，无意
中了解到老人们理发难问题，回去后马上和同事们
商量决定，组成义务理发队，到现在已经坚持了4
个年头。”

当天，除了为该村60周岁以上老年人义务理

发外，市美容美发行业协会还联手鄞州钟公庙街道
惠风社区，为当地百姓带去了一些慰问品。社区随
行负责人洪科威深有感触地说：“第一次和协会组
织这样的志愿活动，看到老人们脸上洋溢的笑容，
我也非常开心。以后，我们会定期和他们一起为老
人开展义务理发服务，同时还会邀请更多的社会公
益团体前来志愿服务。”

记者 徐能 通讯员 洪科威 文/摄

宁波市荣誉市民、知名“宁波帮”人士朱英龙先生
告诉记者，李宏誉夫妇平素生活非常简朴，从不浪费，
但在捐助公共事业上却十分大方。 看到朱绣山先生
生前在宁波和台湾有很多公益善举，追随他多年创业
的李宏誉也跟着效仿。李宏誉多年来热心慈善事业，
曾在台湾捐助多家养老机构以及医院诊所、病房。

李宏誉与宁波市第二医院有着深厚的感情，此
次捐赠也是出于当年的一段往事。七十多年前，李
宏誉的母亲身患重病，在其舅舅的帮助下，母亲最
后送到了华美医院（1954年改名为宁波市第二医
院）救治。老人此番捐建也是为了感念此事。

2016年，李宏誉先生曾捐赠近9万元美金，用
于市二院北院区的诊疗室建设。这之后又表示，希
望把自己一生最后的积蓄用于捐建病房。最后，在
市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何一天会长的努力下，促成
了李宏誉先生第二次捐助，前后两次共折合人民币
120余万元。

受赠方市二院院长蔡挺表示，侨居海外的“宁
波帮”人士热心家乡公益事业，朱绣山、朱英龙父子
曾设立医疗救助基金，捐建眼耳鼻喉口腔中心，医
院也会用好这些资源，服务患者，回报社会。

记者 孙美星 实习生 李婷 通讯员 郑轲

甬籍台胞李宏誉捐助家乡医疗事业
他前后两次已捐款120余万元

昨天，年届九旬的甬籍台胞李宏誉终于完成了自己最后的心愿。平时省吃俭用的他，把
自己最后的积蓄以十位恩人的名义悉数捐给家乡的医院，共计120余万元，用于宁波市第二
医院北院区的诊室和病房建设。

追随朱绣山创业多年，儿时就住在华美医院附近

昨天下午，年届九旬的甬籍台胞李宏誉携夫人
来到宁波市第二医院北院区，一起种下一棵红枫
树，完成了自己“捐助家乡医院的心愿”。李宏誉夫
妇把自己最后的积蓄，以十位恩人的名义捐给宁波
市第二医院北院区。

李宏誉是宁波人，七十多年前，他家就曾住在
原宁波华美医院附近，那里就是如今宁波市第二医
院的前身。15岁的时候，李宏誉曾在宁波东门街一
家绸布庄当学徒。1949年，李宏誉到了台湾，之后
追随台湾“宁波帮”知名人士朱绣山、朱英龙父子在
台从商创业数十年。李宏誉曾任朱绣山名下企业

的会计主任和财务经理，是朱绣山先生得力的好帮
手。朱英龙接手父亲的事业后，也把所有财务工作
交给李宏誉先生打理。

已故甬籍台胞、宁波市荣誉市民朱绣山先生，
祖籍宁波市鄞县高桥镇藕缆桥村。在台创办多家
企业，赢得了台湾“化工巨子”的美誉。多年来，朱
绣山、朱英龙父子先后捐巨资用于宁波的教育、医
疗卫生事业，相继助建了宁波大学工程大楼、宁波
市第二医院耳眼鼻喉口腔中心住院楼、宁波市第三
医院绣山楼等一批项目。

老人平时省吃俭用，此次捐出的是自己最后的积蓄

四明山上义务理发

志愿者在义务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