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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将进入
“两会时间”

您的心声或关心的问题，
都可以通过我们传递给代表委员
本报讯（记者 石承承） 市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市政协十五届三次会议将分
别于 2 月 13 日、2 月 12 日开幕。即日起，本报推出“请代表委员递句话”专栏，为民
情民愿民声抵达两会现场开辟
“绿色通道”。
“请代表委员递句话”栏目创办于 2009 年，今年已是第 11 个年头，已经成为市
民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之间互相沟通、传递声音的有效通道。据统计，过去 10 年
里，有近 700 条富有建设性的百姓声音通过这一栏目直达两会现场，成为代表委员
热议的话题。部分意见、建议已经落实到城市建设和管理的方方面面。
今年两会开幕在即，
围绕医疗、教育、卫生、交通、住房、环境、物价等民生问题，
如果您有自己的想法和建议，
如果您希望通过代表委员将自己的想法、建议带到两
会上，
可以通过本报递交。本报也将选登部分能够反映社情民意的内容，
予以刊登。
递交方式如下：
宁波晚报微博：
http：
//weibo.com/nbwb0574；http：
//t.qq.com/nbwb007/
宁波晚报微信：公众号搜索“宁波晚报”，回复“直通两会”获取留言页面，在本
页面中写下您想对代表、
委员说的话即可
宁波晚报热线：
87777777

高铁列车上
乘客突发疾病

奉化一对
医生夫妇
及时施救

本报讯（记者 马涛 通讯员 景小
芳） 一名乘客在高铁列车上突发疾
病，幸得一对医生夫妇及时施救，化险
为夷。昨天，这则消息在奉化朋友圈
里热传，因为施救的这对医生夫妇是
溪口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俞建辉和西坞
街道卫生院副院长潘良月。
昨天中午 11 时 20 分左右，厦门
北至上海虹桥的 D3142 次列车上突
潘良月在救治发病的乘客。
然响起紧急广播：
“13 号车厢有乘客
突发疾病，请医务人员迅速赶往 13 号
车厢。”乘坐此趟列车回宁波的俞建辉、潘良月夫妇当时正在 8 号餐车用餐，听到广
播后，两人迅速赶往 13 号车厢。
发病的是一名 50 多岁的男士，他瘫坐在座位上，大汗淋漓，手按腹部喊着“肚
子痛”
，家属在旁非常焦急。原来，患者过年前刚做了胸腔镜手术，这次是去上海复
查的。俞建辉和潘良月通过查看住院单和各项检查单，初步判断是因为列车上人
流量大、气温高，
引起患者中暑。
随即，潘良月用 1 元硬币对患者背部进行刮痧，列车员将药箱带到现场后，又
让患者口服 10ml 的十滴水和 3g 的补盐液。大约 5 分钟后，患者症状缓解，不再冒
汗，潘良月、俞建辉夫妇才放下心来。
这一幕被不少乘客拍摄下来，发到了朋友圈。这对医生夫妇受到了网友的广
泛好评。
“作为医务人员，乘客有突发急症，
及时施救是我们的职责。
”
潘良月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

“宁波乡村旅游”
微信现金红包

今晚 8 点再抢一轮
本报讯（记者 谢舒奕） 春节假期结束了，抢个“开工
红包”
犒劳自己很要紧！近期记得锁定“宁波乡村旅游”
微
信公众号，摇一摇，红包就到手！
“宁波乡村旅游”
是《宁波晚报》旗下旅游微信垂直号，
重点关注宁波本地及周边地区的新、奇、特旅游信息，目前
拥有约 5 万名粉丝。本次新春发红包活动自除夕启动以
来，已发过一轮，今晚 8 点将再发一轮红包。送出的微信
红包全部是现金呦！其中将会出现“十全十美”10 元红
包、
“好事成双”22 元红包等大额红包……从理论上讲，参
与者抢到的红包最高额可以达到 200 元。
参与抢红包的方式非常简单。1. 扫描“宁波乡村旅
游”微信公众号二维码，加关注成为粉丝。2. 约在 2 月 11
日晚 8 点，发送关键词“新春摇红包”到“宁波乡村旅游”微
信公众号后台。3. 收到“红包链接”后，点击进入“摇一摇”
页面。4. 摇动手机，随机获得现金大奖。

●
“数”
说春节长假

500 万人次玩转宁波
全市旅游市场
“揽金”
逾 30 亿元
同比增长近 10%
这个春节黄金周，
宁波旅游市场热闹得紧！据记者昨日从各区
县（市）有关部门获得的信息，2 月 4 日至 10 日，全市游客接待量接
近 500 万人次，同比增长 8%；旅游收入超过 30 亿元，同比增长近
10%。
春节期间，我市各区县（市）景区人流量居高不下，还出现了网
红爆款。以奉化为例，2 月 4 日至 10 日，溪口景区接待游客 71.37 万
人次，旅游收入 1253.4 万元，堪称“流量王”；开园不久的滕头生态
民俗美食园，经过两天实测和七天春节假期，共接待游客 68 万人
次，
实现营销收入 715 万元，
成了新晋网红景点。
此外，象山影视城大年初三的门票收入达 336 万元，接待游客
7 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 100%和 124%，双创单日历史新高。江北
达人村春节假日接待量为 8 万人次；鄞州罗蒙环球乐园假日期间接
待游客 5.7 万人次；
海曙南塘老街则有 47 万人次的接待量。
大量游客留宿宁波，星级酒店和民宿生意兴隆。今年春节，海
曙区的客房出租率为 53%，其中星级酒店客房出租率 55%，比去年
同期略有增长；鄞州的五星级酒店客房出租率最高达到 61%，其中
南苑环球和开元名都均出现过满房。民宿（农家乐）市场同样热
闹，2 月 5 日至 9 日，象山 705 家民宿（农家乐）入住率达 90%，奉化
的大堰民宿集聚区、裘村憬漫别院、溪口栖霞山居等特色民宿基本
满房。
记者 谢舒奕

七天客运量近 158 万人次
另有 855.46 万人次公交出行
市交通运输局昨晚发布消息，2 月 4 日至 2 月 10 日，全市（除公
共交通外）共完成客运量 157.96 万人次，
同比增长 5.35%。
其中，公路客运量 40.79 万人次，同比下降 1.34%；铁路客运量
80.31 万人次，同比增长 7.84%；水路客运量 7.66 万人次，同比下降
17.74%；民航旅客吞吐量 27.73 万人次，同比增长 18.81%；城际铁
路完成客运量 1.48 万人次，同比下降 0.27％。
市区重要场站中，铁路宁波站客运量 54.08 万人次，宁波汽车
南站客运量 11.13 万人次，宁波汽车中心站客运量 3.12 万人次。
全市公共交通运送乘客 855.46 万人次，其中市区常规公交运
送乘客 418.93 万人次，轨道交通运送乘客 127.28 万人次，公共自行
车租用量 22.02 万辆次。
记者 范洪 通讯员 余明霞

火灾事故同比降幅超八成
记者从宁波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截至昨晚，春节长假期间全
市生产安全类（矿山、危化工贸、水上交通、渔业船舶）、自然灾害类
（地震和地质灾害、洪涝、森林火灾）亡人事故零发生；全市共发生
16 起道路交通事故，死亡 4 人，伤 14 人，直接经济损失约 38800 元，
同比分别下降 33.33%、42.82%、41.67%、49.41%；全市发生火灾事
故 18 起，直接经济损失约 151505 元，无人员伤亡，同比分别下降
81.8%、82.6%。
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沈

中心城区
日均清理垃圾 3240 吨
烟花爆竹垃圾量下降很多
春节期间，
我市中心城区有近八成的环卫工人坚守岗位。据统
计，除夕至初五 6 天时间内，环卫部门共计清运生活垃圾 19442 吨，
日均约 3240 吨。其中除夕的垃圾量最多，达到 4553 吨。
“除夕当天
烟花爆竹燃放相对比较多，
不过日均垃圾总量较去年呈下降趋势。
”
市城管环卫部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我市提倡少放鞭炮保护环境，
今年的烟花爆竹垃圾量下降了很多，特别在初五迎财神那天，垃圾
量只有 2920 吨。
”
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王佩佩 方伟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