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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引导社会公众科学佩戴口罩和家
庭、机关企事业单位、公共场所在新冠肺炎
疫情应急响应期间科学使用空调通风系
统，根据国家、省有关文件要求，市卫生健
康委组织专家制定了《科学佩戴口罩指引》
和《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响应期间空调通风
系统使用指引》。经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同意，市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近日下发了这两项指引。

公益信息

计 划 停 电 预 告
5月18日 星期一

海曙区 海曙区章水镇:赛德山庄
5320216758(8:00-15:30)；海曙区章水
镇:下塘1号公变、下塘2号公变(8:00-
15:30)

江北区 洪塘街道洪塘于家村（9:
00-16:30)
5月19日 星期二

海曙区 鄞江镇:鄞江镇建岙村经济
合作社 5320025431、鄞江镇人民政府
5320389225、鄞 江 镇 人 民 政 府
5310010161、梅溪松岙9号公变(8:00-
15:30)；章水镇:后隆村一带龙观2号公
变(8:00-15:30)

江北区 庄桥街道倍兴玻璃、不锈钢
制品、登观楼梯(8:00-16:00)；慈城镇东
山下村（8：00-16:00)
5月20日 星期三

海曙区 爱中村7号公变、横街人民政
府 5320129474、天韵控股 5320122964

(8:30-16:00)；海曙区洞桥镇:树桥沙场1
号公变、哈乐工艺玩具5320023130、永
久轻质建材预制5320075102、品峰新材
料 科 技 5320280730、中 国 石 油
5310210360(8:00-15:30)；海曙区龙观
乡:龙溪村一带榨坑1号公变、观顶1号
公变、箭丰1号公变(8:00-15:30)

江北区 庄桥街道童家小学一带(9:
00-16:30)；慈城镇红星村、虹桥头、虹
星山林队（8：00-16:00)

杭州湾新区 水艺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阿拉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8:30-13:30）
5月21日 星期四

海曙区 鄞奉路5号箱变(9:00-17:
00)；城综集士港1号公变陪停(8:30-16:
00)； 乘 龙 5318000545、 普 新
5310603162、新 福 5318000542、开 明
5320119504(8:30-16:00)；海曙区洞桥
镇:上水矸村一带:上水矸新村二期1号
配电室1号公变、上水矸7号公变、妙力

斯五金 5320193365、洞桥镇人民政府
5318097601(8:00-15:30)；单一用户:
龙三村车唐13号公变(8:00-16:00)；仲
一村郑家漕5号公变、仲一村郑家漕4号
公变(8:30-16:30)

江北区 洪塘街雅克净水、雅克净
水、泛德压铸、新世纪包装、东邵泵闸、永
德信水暖、欣捷电机、方平铜材、锡家桥、
东邵牧场（7:45-17:45)；慈城镇古县城
开发建设有限公司（8：00-16:00)

杭州湾新区 赛客运动(8:45-16:30)
5月22日 星期五

海曙区 唯 谨 5320036380(8:30-
16:00)；童瑶 5318031609、宋家漕村一
带(8:30-16:00)；汇甬 5002191570、诚
辉 5310603999、精英家居 5318001466
(8:30-16:30)；海曙区洞桥镇:飞虎机
械、圣辰雅服饰、金属拉轧厂、宁锋型钢、
鱼山桑泰5号公变(8:00-15:30)

江北区 洪塘街道朱界戴家村、通投
公司（8：00-16:00)；慈城镇水泵站、白米

湾村部分（8：00-16:00)
杭州湾新区 管理委员会（8:30-

13:30）；马中村部分地区（9:00-16:30）
5月23日 星期六

江北区 慈城镇白米湾部分（8:00-
11:00)；慈城镇王家坝（8:00-11:00)
5月24日 星期日

海曙区 海曙区洞桥镇:水龙表喷涂
5310603482、鱼山 8号公变、嘉泰包装
5320183909、立频腾音5320183918、无
用户名垃圾场专变(8:00-15:30)
停电预告补充:
取消:
5月23日 星期六

江北区 慈城镇白米湾村（12:30-
15:30)
5月24日 星期日

江北区 慈城镇王家坝一带（12:30-
15:30)

国网宁波供电公司
网址:95598.zj.sgcc.com.cn

吉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10日发布关于调整吉
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分区分级情况
的通报。通报称，10日，吉林省公布
舒兰市（舒兰市隶属于吉林市）新增
11例本地确诊病例。按照国家新冠
肺炎疫情分区分级标准，将舒兰市风
险等级由中风险调整为高风险。

10日，吉林省卫健委报告了9日
0－24时吉林省新增本地确诊病例
11例（吉林市11例）。现有本地确诊
病例的密切接触者254人，均在指定
地点进行隔离医学观察。

辽宁省卫健委10日下午通报，5
月10日0—15时，辽宁省新增1例本
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沈阳市报告
病例，属普通型病例。这名病例于5
月5日从吉林省吉林市乘高铁到达沈
阳南站。从5月7日至今，东北三省
黑龙江、吉林、辽宁均出现了新增病
例。 据新华社电、央视新闻

一、科学佩戴口罩原则
（一）佩戴口罩是预防新冠

肺炎等呼吸道传染病的有效措
施之一，外出需随身携带口罩。

（二）进入人员密集的封闭
场所、与他人小于1米距离接触
时应佩戴口罩。

（三）在严格落实“亮码”或
“测温”措施的机关企事业单位，
在通风良好情况下可不佩戴口
罩。

（四）学生应随身备用口罩，
校园内学生不需佩戴口罩；婴幼
儿应在充分保障健康安全的前
提下离家到托幼机构，因婴幼儿
特殊生理特征，不建议戴口罩。

二、佩戴口罩的具体情形
（一）有发热、咳嗽等呼吸道

症状的人员及陪同人员。
（二）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和

所有进入医疗机构人员，隔离点
和口岸工作人员。

（三）托幼机构教师、值守人
员、清洁人员及食堂工作人员
等。

（四）学校值守人员、清洁人
员及食堂工作人员等（老师授课
时不需戴口罩）。

（五）公共交通（公交、地铁、
长途汽车、火车、飞机、船舶等）
司乘人员，客运场站服务人员。

（六）在密闭公共场所工作
的营业员、保安员、保洁员、警察
等。

（七）监狱、拘留所、看守
所、养老院、福利院等工作人
员及临时进入上述场所人员。

如何科学戴口罩，空调怎么用？
宁波市发布相关指引

东北三省接连出现
本土新增病例

■疫情提示

一、空调通风系统使用原
则

（一）所有空调通风系统启
用前，应对风口、过滤网等关键
部件进行清洗。有条件的，对通
风管道内部开展清洗、消毒。

（二）发热门诊、新冠肺炎病
例收治病房、集中隔离点和综合
服务点等空调通风系统，应在当
地疾控部门指导下，由专业单位
彻底清洗、消毒后使用。

二、空调通风系统使用的具
体情形

（一）分体式空调和无新风
的风机盘管系统，可以正常使
用，并增加开窗（门）频次，加强
通风换气。

（二）风机盘管加新风系统，
可以正常使用，并适当增加新风
系统功率。

（三）公共场所集中空调系

统使用时，应全新风运行，并关
闭回风口。有条件的，加大排风
功率。

（四）医疗机构集中空调系
统启用前，应对通风管道进行一
次清洗。使用时应全新风运行，
并关闭回风口。有条件的，加大
排风功率。

三、空调通风系统使用的管
理要求

（一）新风口周围环境应保
持清洁，避免新风被污染。

（二）对于人员流动较大、人
员密集的公共场所，应增加开窗
（门）频次，加强通风换气，并适
当控制室内滞留人数。

（三）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
新风和排风系统应在场所营业
结束后，继续保持运行1小时
以上。

据宁波发布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截至
美国东部时间9日16时32分（北京时
间 10 日 4 时 32 分），全球累计确诊病
例达到 4004224 例，死亡病例为
277860例。数据显示，美国是疫情最
严重的国家，累计确诊病例1305199
例，死亡病例78469例。

美国《纽约时报》9日报道说，根
据该报统计，全美养老院等老年人长
期护理机构已有至少2.56万名入住
者和工作人员死于新冠病毒感染，约
占美国新冠死亡病例的三分之一。在
这些护理机构中，许多老年人生活在
较为封闭的环境中，感染新冠病毒后
死亡风险很高。

据新华社电

美国三分之一死亡病例
来自养老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