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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信息
计 划 停 电 预 告

1月7日 星期一
海曙 集士港镇：硕华、耀华、飞达、龙达、信亚、鑫泰、美亿、

达美时、瑞城、邦盛、俊捷、瑞铭、鑫耀、城综集士港一带(8:30—
16：00)古林镇：依云幼儿园专变 (8:30—16：00)洞桥镇：洞桥
镇人民政府、金海岸小区公变、洞桥镇卫生院、洞桥镇中心小
学、城镇卫生院1号公变、王家桥河南6号公变，校东小区，洞欣
家园(8:00—15：30)

江北 庄桥街道天成家园1期1幢1单元、2单元，5幢38单
元、39单元、40单元，6幢45单元、46单元、47单元，10幢57单
元、58单元（8:30-12:30）庄桥街道钰鼎苑小区1号楼、2号楼、
8号楼、电信机房、水泵房、消控机房（13:30-16:30）

1月8日 星期二
海曙 横街镇：宁波市海曙乐翔汽配厂、横街村一带、城综

横街一带、宁波市鄞州精艺仪表配件厂、宁波林平工艺品有限
公司、宁波盛德电气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分公司、凤林村一带、凤美家园、宁波市海曙华凌机械配件
厂、宁波索普机械有限公司、宁波索普机械有限公司、宁波市海
曙龙顺塑料厂、宁波欧利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8:30—12：30)

江北 孔浦街道孔浦董家（08:30-10:30）
1月9日 星期三

海曙 横街镇：水家村文华桥南一带、宁波市鄞州信忠铝业
工艺品厂、新信忠、宁波贝维尔婴童用品制造有限公司、水家经
合社、宁莲农业、宁波市海曙碧特菲日化包装有限公司、宁波市
贝利特铝塑有限公司、宁波市鄞州金艺日化包装有限公司、宁
波市鄞州恒翊金属制品厂、宁波市海曙碧特菲日化包装有限公
司、宁波市海曙汇和日化包装厂、宁波市鄞州横街鑫欣装璜厂、
宁波市鄞州创伟塑胶厂、宁波市海曙电化厂、宁波良益铝制品

有限公司、水家村、宁波市鄞州横街永兴铝制品厂、宁波市鄞州
横街镇雄发冲件厂、宁波市海曙横街康存五金制品厂、宁波市
鄞州横街鑫豪塑料厂 (8:00—15：30)古林镇：张家潭村一带、
闽都、良达、多优格、信达、布政村一带、小天使（华睿机械） (8:
30—16：00)石契街道:锐欣公司、东方悦莱酒店、雅渡村滕家、
赛宣工贸、富田手套、富健劳保、恒业小区、宁波宏建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 (8:00—15：30)洞桥镇李家村一带（7:30-14：00）洞
桥镇张家垫村一带（12:00-16：00）

1月10日 星期四
海曙 维科上院部分用户（9：00—16：45）龙观乡:金溪桃

山4号公变(8:30—12：30)龙观乡:金溪8号公变、万利工具
（10：00—14：00）

江北 慈城镇夏家村（8:30-16:20）
1月11日 星期五

海曙 维科上院部分用户（9：00—16：45）高桥镇：新联村
一带、产业生态建设集团、宁波市海曙区公路管理段（绕城高
速）160KVA(5320184282)、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
公司（移动）30KVA(5318092264)、新后屠桥村一带、宁波市海
曙区公路管理段（绕城高速）160KVA（5320184286）、祝家桥
村一带(8:00—15：30)横街镇：凤岙村一带、凌铭 (8:30—16：
00)石契街道:大丰混凝土、华刃工具、福乐服饰、飞翔门窗、宁
波宏建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8:00—15：30)

江北 洪塘街道上沈村、市政路灯、欣捷建设（8:30-16:20）
1月12日 星期六

海曙 石契街道:雅渡新村小区、三江俱乐部 (8:00—15：
00)德天服饰、上水矸5号公变、洞桥王寅塑料、上水矸桥头王2
号公变(8:00—15：30)

1月13日 星期日

江北 慈城镇白米湾村、红湾排涝站、叉车蓄电池厂（7:
00-14:50）

增加
1月5日 星期六

江北 慈城镇新三横村、私营城、新城路沿线、电管站、海蜃
制衣公司、豪腾服饰公司、通灵电器触点公司、飞越刀具公司、立
甬理容器材公司、爱博特塑胶公司、莱达科教仪器、新业金属制
品、焊接设备厂、振磁磁业公司、新业金属制品、祥和针织时装有
限公司、瑞林电子公司、大海金属制品、华艺古典家具公司、新华
排涝站、万通电器、意耐特阀门公司、华羽服饰公司、华兴刀具公
司、恒涛用品贸易公司、超越五金工具制造公司、湖心别院小区、
慈湖逸墅小区、毛岙村、上岙村、慈湖村、城乡建设管理局、城乡
建设管理局、金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湖心别院物业、金源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北门排、袁姜电器元件五金厂、福达刀片厂、北门
采石场、北门股份经济合作社、毛力水库、甬陵轻工实业有限公
司、慈湖锻压厂、慈湖防办、慈湖中学、宁波市自来水江北供水分
公司、部队后勤部、92602部队、37832部队、慈城镇山西村、白
米湾村、慈湖小区、湖心村、品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古县城路
灯、品富房地产开发公司、宁波地铁产业工程公司、市政管理处
路灯、古县城开发有限公司、路灯、宁波地铁产业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地铁产业工程有限公司、轨道交通24号临变、山西村排涝
站、红湾排涝站、叉车蓄电池厂、联谊密封件厂、红心湖门桥、塘
家湾幼儿园、中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慈湖北区1号物业、2号物
业、3号物业、慈湖中心小学、永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联谊密封
件厂、红心湖门桥、妙山街部分、枫湾村、逸龙金属制品厂、市政
管理处路灯、种牧场（8:00-12:00短时停电）

宁波供电公司
网址：95598.zj.sgcc.com.cn

记者注意到，杭州各共享汽车网点中，杭州萧
山机场P3地面停车场及杭州东站西子国际地下停
车场，都有还车网点。这对到杭州赶飞机、搭火车
的小伙伴们来说，又是一个极大的便利。毕竟相对
于自己开私家车，不得不停在机场或火车站的收费
停车场来说，共享汽车直达，方便程度与自驾相当，
但省掉了高昂的停车费用。

滴滴共享汽车相关人士表示，他们是发现了共

享汽车有这个跨城需求后，才在宁波和杭州这两个
城市间试水这项业务，也是一种从用户需求出发的
积极探索，而跨城运维要比城市内运维更为复杂一
些。

业内人士指出，未来随着电动车续航里程的进
一步提升，跨城共享汽车业务应该会越来越成熟，
这对满足共享汽车用户的不同需求，应该是有利
的。不过也需要解决各地不同牌照的问题，比如，

外地牌照车辆到周边的杭州、上海等城市，有一些
高架早晚高峰或全时段限行，用户需要注意这一
问题，平台也要加强引导。比较理想的模式是：在
大数据背景下，用户在平台发出跨城用车需求，平
台会自动匹配就近的目的地城市牌照车辆，这样
一来可以解决异地牌照问题，二来也可以优化平台
的调度。

记者 范洪

从宁波到杭州有了新的出行方式

互联网平台试水跨城共享汽车
从宁波到杭州，除了自驾、高铁、大巴，如今又多了一种时尚的新选择：在家门口租辆共享汽车，开到杭州，然后

就近还车。记者了解到，日前，滴滴共享汽车平台推出了宁波到杭州跨城业务，初期体验价单程不到100元。

宁波目前已有Gofun、Evcard、联动云、滴滴等
不少共享汽车平台，但此前，还没有共享汽车平台
推出过跨城业务，即把租来的共享汽车，开到另一
个城市还车。

滴滴共享汽车目前已经在省内的杭州、宁波2
个城市上线，记者昨日了解到，该平台最近推出了
宁波至杭州跨城专线的服务，在宁波任意一个网点
租来的共享汽车，开到杭州任意一个网点归还，活
动价只要99元，费用包括4小时租车费用及200公
里以内的油费，而超出部分则按照每公里0.7元和

每分钟0.3元计算。该活动仅限从宁波至杭州单向
用车，如需返程，则按正常使用计费。

记者昨天下午进入滴滴出行app中的“共享汽
车”选项，选择就近一辆共享汽车后，显示该车剩余
燃油续航里程为306公里，按照宁波到杭州的高速
距离约160公里计算，这一里程应该足够跑到杭州
了。然后在还车目的地选项中，选择杭州的任意一
个还车目的地，就完成了预订。

据介绍，宁波到杭州跨城共享汽车原价是212
元，在目前活动推广阶段是99元。市民开车走高速

到杭州，除了油费，还有一项高速通行费用。使用
共享汽车时，由于是一口价，超过200公里的加油费
用以及高速通行费，需要用户自理。宁波到杭州的
高速通行费一般为50至80元，按照跨城共享汽车
活动价99元计算，开共享汽车到杭州的总费用大约
在170元左右，如果是5个小伙伴同行，平均每人费
用35元不到。而即便按照跨城共享汽车原价212
元算，平均每人也不到60元，这个价格比到杭州的
高铁和大巴都要便宜。

共享汽车试水跨城业务 宁波到杭州目前只要99元

共享汽车到机场 既方便又省停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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