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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A06

未装 ETC 车辆

明年起不能享受部分通行费减免
本报讯（记者 范洪） 日前，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
定了《加快推进高速公路电子不停车快捷收费应用服务实施方案》。根据该方
案，今年 10 月底前，全国高速所有出入口均要具备 ETC 服务功能，大中城市、
新建城镇、旅游景区周边收费站的 ETC 专用车道占比不低于 70%。

部分高速通行费减免对象限定 ETC 车辆
该方案规定，明年起，除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各类通行费减免等优惠政策均
依托 ETC 系统实现。也就是说，除了元旦、春节等节假日小汽车免费通行外，
部分高速通行费减免对象将限定为 ETC 车辆。一位业内人士举例说，比如目
前宁波绕城高速针对浙 B 牌照车辆有半价优惠，但从明年起，要享受这类优惠，
车辆就必须安装 ETC。
记者从市公路局了解到，我省将在今年 10 月底前，完成全省高速公路 ETC
门架系统等改造工作；
年底前，拆除省界收费站正线范围内的收费设施，按照全
国统一部署取消高速省界收费站。
据了解，目前浙江省内使用 ETC，客车可享受通行费 3%的优惠，接下来优
惠幅度会提高到 5%，
但具体实施时间尚未确定。

宁波 ETC 车辆目前可享受的高速通行优惠
北仑高速免费通行 目前，针对宁波绕城高速丁家山、
小港收费站，甬台温
高速北仑（大）收费站和穿好高速公路灵峰、霞浦、柴桥、郭巨、穿山等 8 个收费
站之间路段，
对使用 ETC 的客车免收通行费（不仅限于浙 B 牌照）。
绕城高速半价通行 浙 B 牌照车辆行驶宁波绕城高速路段，且未途经其他
高速，即进出的高速收费站均为宁波绕城高速的保国寺、
横街、
宁波西、
朝阳、
云
龙、东钱湖、丁家山、小港、临江、九龙湖、沙河、宁波北、蛟川等 13 个收费站，且
未途经其他高速，通行费可享 5 折优惠。
（该优惠目前不仅限于 ETC 车辆）
义乌高速免费通行 浙 B 牌照 ETC 车辆在义乌市义乌、望道、上溪、义乌
东、徐村、佛堂、义亭、湖门、福田、苏溪、廿三里等 11 个指定高速收费站，享受免
费通行。

第一波高温才来
医院就收治了中暑病人
本报讯（记者 孙美星 通讯员 张林霞） 这几天，
甬城迎来第一波
高温天气，最高温度超过 32℃，李惠利东部医院急诊抢救室收治了今
年入夏以来的第一例中暑患者。
几天前的一个傍晚，
几位穿着工地衣服的工友陪着呼吸急促的张
师傅来到了急诊科。
“ 之前还好好的，突然就瘫软坐在地上起不来了
……”
一位工友说。
张师傅是李惠利东部医院附近工地上的建筑工人，
当天在太阳下
曝晒了 2 小时后，出现了头晕、恶心、乏力、肌肉抽搐等症状，工友见情
况不对，
就赶紧把他送到医院。
接诊的胡恩聪医生立马为张师傅进行补液等对症治疗。幸好，
张
师傅的中暑症状不是很严重，
经过治疗，
情况缓解后，就回去休息了。
医生提醒，虽然宁波还没进入持续高温天气，但大家还是要注意
预防中暑，
建议尽量减少在高温环境下的时间；
因工作需要的，
应采取
通风、防晒、及时饮水和休息等防暑降温措施，
外出时最好随身携带十
滴水、人丹、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品。
一旦发现有人中暑，首先应将对方移至通风良好的阴凉地方，让
其躺下休息，
解开衣扣，
脱去衣服，
向身体喷洒凉水降温或用冷水毛巾
敷头部、颈部、腹股沟等处降温，并给含糖或电解质的饮料，病情危重
或经适当处理无好转的，
应及时拨打 120 急救电话送医院接受治疗。

宁波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党委原书记

詹鑫华一审被判四年八个月
全国铁路运行图 7 月 10 日调整

温州到宁波最快 93 分钟
中途一站不停
本报讯（记者 范洪） 铁路部门昨日发布消息，从 7 月 10 日零时起，全国铁
路将实施新的暑期运行图。对于铁路宁波站而言，杭深线增加 14 对动车，进一
步方便宁波旅客前往台州、温州及福州、厦门、深圳方向。
宁波与温州之间，温州南到宁波将开行图定直达列车，这趟 D2294 次动
车，下午 3 点 16 分从温州南出发，4 点 49 分到达宁波，全程只要 1 小时 33 分钟，
中途一站不停。而宁波至温州南，目前最快全程 1 小时 40 分，7 月 10 日起，最
快只要 1 小时 38 分：D3171 次列车，下午 4 点 21 分从宁波出发，5 点 59 分到达
温州南站。
宁波往福州、厦门及深圳方向的列车有不少调整。宁波到福州南不仅车次
增加，而且全程最快时间从目前的 3 小时 52 分钟，提升到 3 小时 37 分钟，
D3229 次列车，中午 12 点 46 分从宁波出发，
下午 4 点 23 分到达福州南。
热门线路宁波至厦门的列车也有所增加，其中宁波直达岛内厦门站的动车
组增加 1 趟，新增加的 D3213 次，宁波出发时间是下午 3 点 51 分，到达厦门站
时间是夜里 10 点 21 分，全程 6 小时 30 分钟。

本报讯（记者 陶倪 通讯员 钟法） 昨天，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一
审公开审理了宁波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党委原书记、理事会原主任、
宁波市供销集团公司原董事长詹鑫华受贿案。法庭当庭宣判，
以受贿
罪判处詹鑫华有期徒刑四年八个月，并处罚金 55 万元，对扣押在案的
詹鑫华受贿犯罪违法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予以追缴，
上缴国库。
据宁波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05 年至 2018 年，詹鑫华利用担任
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工业科技处处长，
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党组
成员、副主任，宁波市象山港大桥及接线工程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
室主任，宁波市穿山疏港高速公路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
宁波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党委书记、理事会主任，宁波供销集团公司
董事长等职务上的便利，
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工程承接、项目开发、亲
属工作安排等事项上谋取利益，收受他人所送的现金共计人民币 208
万元。案发后，
詹鑫华主动供述了办案机关未掌握的部分受贿犯罪事
实，如实供述了全部犯罪事实，涉案赃款已全部追缴。詹鑫华自愿认
罪认罚，
并且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庭审中，
控辩双方充分发表了意见，
詹鑫华进行了最后陈述。詹鑫
华对起诉指控其受贿的基本犯罪事实和罪名不表异议，
表示认罪认罚。
法官表示，
鉴于本案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詹鑫华对检察
机关指控的受贿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
并且自愿签署了认罪认罚具
结书，
对詹鑫华依法可予从宽处理。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及辩护
人提出的相关辩护意见符合法律规定，法庭予以采纳，遂当庭作出上
述判决。

6月
“浙江好人”
进入公示阶段

“挡刀女孩”
崔译文榜上有名
本报讯（记者 薛曹盛） 6 月“浙江好人”开始公示，16 例入选，本报持续关
注的
“挡刀女孩”
崔译文榜上有名。
从 4 月 30 日开始，本报连续报道了“挡刀女孩”崔译文，引发全国网友关
注。今年 20 岁的崔译文是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学生。2019 年 3 月 10 日晚，面对
凶徒，她为了保护同学，两次挡下 8 刀。崔译文说：
“我是军人的孩子。我只知
道，我不冲上去，她可能会死。”
崔译文用行动诠释了勇敢与责任。新华社、人民
日报、央视新闻、环球时报、光明网等众多媒体持续关注报道，见义勇为的举措
受到 8 亿多网友的评论和点赞。
另一位入围的宁波人叫陈晗，是象山县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党支部副书记、
副总经理。2009 年起，陈晗创新性地将公交和公益联系在一起，成立了象山县
公交志愿服务队和全国首个县级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队，开展“访贫问苦”
“无
偿献血”
“文明礼让斑马线”
“公交志愿反扒”
“文明劝导”
等志愿服务活动。多年
来，他个人累计献血量达 33600 毫升，揽下全国无偿献血的所有奖项，并带领家
人一同签下无偿捐献器官协议。陈晗先后荣获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浙江省最
美家庭等荣誉。

!"#$%&'()*+,-./01
!" #$%&'
()*+,-./01
23456()-.789:;<=>?
@ABCD()*+,EF5GH'
(
)1IJ5KH'
()-./0LMNO7
8PQRSTH?
UV7WXYZ[\]^_`'
YZa
b]^cd'
7efYZgh]^ij'
Y
Z12klmL?*+,nomp,qr
st
uvmLt
wxyz{|}~!'
"#$
%&'(-.IO)*+'
,V-P7W.
)X-.YZ0/h12'
012/-.[
\%W34'
56W678129:;1<
=> ?@A-./0BC78?%DE'
*
+,FGHIJ'KLMNODPDQRSTUVN
ODPDQR
WXWYZ[\
<'
7]^WYX_I`a'
'(
ODPDQR
b
cde78t
fgIOhiV4>,j_I

`aMk,?
5l'
()-.78 mnopqr,q
~!t
12sLt
tCuvt
wxyz{wx
yz4{>()-.78|@}~!"$
mL[#?
$%'
,6012/&'()uO*+
j,-.X&'/()0~t
)1uLt
IO
mLw2j34b5~!{66->>N
e'
57012/"$mL8!a>L9?
6:;=>X)17<=>5l'
()
-./078t
uO*+t
,-.t
?I@A
Bt
7CIt
7DCEdet
()*+,-.
/0%WBC78PF&'jGHIJt
*
KiJt
LM{WXN0@A/NM5O/
!*+,-./012()&'/IO`
at
/0-.{PQ->>URN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