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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信息

电力设备检修预告
尊敬的用电客户：

根据国网宁波供电公司生产计划检修安排，定于5月24日—5月30日期间进行电
力设备检修，现将电力设备检修影响客户区域范围列表公告如下，若遇雨天、雷暴等恶
劣天气检修工作取消，工作期间会对正常供电造成影响，请各相关用户谅解并做好生
产安排，如有疑问，请咨询电力服务电话：集士港：51092106，鄞江：51092370，石碶：
51092742，江北洪塘、庄桥、前江街道 0574-51101993、13566031751，江北慈城
0574-51096168、13566037129，杭湾0574-51105099！（接听时间8:30-16:30）

检修日期
5月25日
5月25日
5月25日
5月26日
5月26日
5月26日
5月27日

5月27日

5月27日
5月27日
5月28日

5月28日

增加检修日期
5月18日

5月20日

5月21日
取消检修日期
5月17日

5月18日

时间
9:00-15:00
8:00-16:30
8:30-16:00
8:30-16:00
8:00-16:30
8:00-16:30
8:30-18:00

8:30-15:30

8:30-15:30
8:00-17:30
8:45-16:00

8:30-15:30

时间
9:00-16:00

11:00-16:30

8:00-16:30
时间

8:30-15:30

8:20-15:30

检修范围
江北区外滩街道基督教堂
江北区派科机电、龙图服饰
江北区慈城镇虹星村
海曙区集士港爱中村2号公变
万云金属、杰诚公司
江北区慈城镇西门外路
海曙区集士港长乐村11号公变
海曙区石碶张家潭村 8 号公变；地铁产业
5002211540
海曙区石碶前元7号公变、前元3号公变
江北区庆丰桥环网单元1号变、文创港临变
海曙区集士港横街村2号公变
海曙区集士港薛家村 5320044044、红升
5320184019、骏马5310225550

增加检修范围
江北区甬江街道河西村钟家
江北区黄山村、双顶山村、沃家、西山支头、沪
甬仪表厂、祥瑞金属制品厂、海罗锁业、永亨铜
制品厂、海罗锁业有限公司、华隆不锈钢、海罗
锁业11：00-16:00有短时停电一次
江北区庄桥街道江河水利、红旗大闸

取消检修范围
海曙区石碶陈横楼村3号公变
海曙区集士港万华村1号公变、万华村4号公
变、万华村6号公变、城市排水5320392485

国网宁波供电公司

邵先生住在北仑新碶街道繁
佳公寓，该小区建成有15年了。“我
们一直盼着家门口能有一个‘邻
里花园’，有花有草，每天来这里
散散步，心情都变得愉悦起来！”

小区建成时间长了，有些绿
地难免杂草丛生。邵先生平日
里喜欢养花弄草，今年他自掏腰

包在自家楼下空地补种花木。
但小区有很多这样的公共空地，
他认为应该好好利用起来。“如
果能建成几个上规模的‘邻里花
园’，平日里老人在这里喝茶聊
天，一定很受大家欢迎。希望晚
报记者能带设计师现场来看一
看，帮我们实现这个小心愿。”

5 月 6 日，宁波晚
报·甬上推出了“行走宁
波·社区微更新”计划，
我们在全市发起“招募
令”，邀请资深设计师们
加盟，一起打造社区推
窗见绿的“邻里花园”。

这段时间，本报的
活动热线都被打爆了，
很多市民都希望家门口
的“邻里花园”能越变越
美。甬上设计师们也坐
不住了，纷纷“揭榜”，希
望在小区打造一个独一
无二的“邻里花园”。那
么，大家心目中的“邻里
花园”应该什么样？日
前，记者走上宁波街头，
倾听他们的声音。

“‘邻里花园’最好是一年四季
花开满园，每一季都有不同的色
彩，邻居们经常能聚在一起喝茶聊
天……”说起“邻里花园”，市民张
女士的眼睛都亮了。

她说，以前花园是很多别墅的
标配，但现在越来越多的老旧小区
出现了“邻里花园”。独乐乐不如

众乐乐，一块小而美的地方，感觉
特别温馨。她认为，小区里的“邻
里花园”最重要的就是，打造一个
有温度的公共空间，大家一起参
与，而不是简单几个人的事。“‘邻
里花园’最好定期能开个茶话会，
大家在花园里共话家长里短，想想
都觉得挺美好。”

家住鄞州区的杜女士是一
个二孩妈妈，小女儿才 3 岁多。
每次孩子在小区里，看到花园里
的花花草草，小脑袋都会冒出很
多问题。

“我希望小区能打造出一个有
科普味的‘邻里花园’，扫一扫二维

码就能知道是什么植物，有什么习
性，应该如何养护，如果能有人娓
娓道来就更好了。这样每次来花
园，对孩子来说就是一次科普，这
会是一次奇妙的体验。”说完，她还
向记者打听，宁波有哪个“邻里花
园”做得好的，她想去取取经。

“有了‘邻里花园’，小区环
境就变美了！”“有这样一个公共
空间，大家共同打造，邻里关系
都变得和睦了！”……对“邻里花
园”，市民有很多这样的期许。

近期，我们将在全市选取5
个“邻里花园”，届时我们将邀请
宁波知名设计师和高校团队一

起入驻小区，倾听居民的声音，
一起助力打造家门口的风景。
宁波晚报将全程关注，期待最美
邻里花园的诞生。

这5个“邻里花园”，到底是不
是你们推荐的那个？大家一起期
待一下吧！活动热线：87777777。

记者 薛曹盛/文 郑凯侠/摄

市民张女士
希望是一个有温度的公共空间

家住鄞州的杜女士
希望“邻里花园”能有科普味

家住北仑的邵先生
能成为老人喝茶聊天的好去处

你心中的“邻里花园”什么样
记者走访多位市民，他们都有这样一个梦……

多
位
市
民
接
受
采
访
，畅
谈
心
中
的
邻
里
花
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