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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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8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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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城区：0574-51103069 13566031746，杭湾 0574-
51105099！（接听时间8:30-16:30）

检修日期

8月23日

8月23日

8月24日

8月25日

8月25日

8月25日

8月26日

8月26日

8月26日

8月27日

8月27日

增加检修日期

8月16日

8月18日

8月18日

8月19日

8月19日

减少检修日期

8月16日

时 间

8:30-18:00

8:00-17:00

8:40-16:00

8:30-15:00

8:30-18:00

8:00-20:00

8:30-16:30

8:30-16:00

7:30-17:30

7:30-16:30

8:30-16:30

时 间

9:30-15:30

7:30-15:00

8:00-16:30

8:30-16:30

7:30-16:30

时 间

8:45-16:30

检 修 范 围

海曙区集士港高桥村22号公变、高桥村16
号公变

海曙区鄞江郑家4号公变、郑家5号公变

海曙区集士港梅梁桥村9号公变

海曙区集士港城综长乐14号公变、城综长乐13
号公变、明达5310002110、甬上5310003760

海曙区集士港深溪村5号公变

海曙区鄞江长潭3号公变

江北区慈城御章府、物业

海曙区集士港万华村5号公变

海曙区石碶中石化 5310300078、之星汽车
5318002219

江北区庄桥宁波送变电建设

江北区慈城镇五湖丁家有短时停电两次

增加检修范围

海曙区石碶礼嘉桥方家耷6号公变

江北区甬江街道河西村钟家

江北区慈城镇毛岙村

江北区天顺不锈钢

江北区慈城镇五湖丁家有短时停电两次

减少检修范围

宁波杭州湾新区海洋水利管理中心

公益信息公益信息

国网宁波供电公司

近日，宁海县卫生健康局在全县
范围内开展了以诊所、村卫生室、门诊
部等为重点的全覆盖、拉网式排查。
当卫生健康行政执法人员巡查至宁海
某村卫生室时，该卫生室医生的回答
从一开始的胸有成竹到后来的支支吾
吾，不禁引起了执法人员的怀疑。

“现场检查时发现输液大厅内一
名女性正在接受输液，她是由你接诊
的吗？”

“是！”
“是什么原因来看病的？”
“口腔溃疡！”
“短短几天内怎么有那么多的口

腔溃疡患者就诊？”
“这……”
原来，现场执法人员发现其输液

大厅内一名口述因喉咙痛就诊的女
性患者正在接受输液，但接诊医生不
能出示该女性患者的预检分诊登记
资料，存在未规范进行预检分诊登记
的行为。另外，该卫生室就诊病人登
记表（门诊日志）上多数患者的临床
诊断为“口腔溃疡”，后经对该医生和
该村卫生室受委托人以及门诊日志

上被诊断为“口腔溃疡”的5名患者
作进一步调查询问，发现该医生于7
月31日至8月3日期间故意将其接
诊的具有新冠肺炎相关“十大症状”
的患者诊断为“口腔溃疡”，又存在伪
造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的违法行为，
而进一步调查发现，该村卫生室9天
内接诊了45个“口腔溃疡”患者。

最终，依据《医疗纠纷预防和处
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
师法》等，该村卫生室因未严格遵守
医疗卫生规章做好预检分诊登记且
未按规定实施医疗质量安全管理制
度（首诊负责制）被查处，将接受县卫
生健康局对其作出的警告、罚款2万
元和医生暂停6个月执业活动的行
政处罚。

卫健部门提醒：各诊所、门诊部、
村卫生室等基层医疗机构和民营医院
一律不得接诊发热、干咳、乏力、嗅觉
味觉减退、鼻塞、流涕、咽痛、结膜炎、
肌痛和腹泻等新冠肺炎相关“十大症
状”的患者，同时要做好流行病学史询
问和登记、报告工作。

记者 任诗妤 通讯员 施纳韵

一个村卫生室
9天接诊45个“口腔溃疡”患者？
真相原来是这样……

“孙女小时候用尿不湿，我也用
尿不湿；如今孙女要读大学了，我
还在用尿不湿，说起来都觉得难为
情……”家住鄞州，今年70岁的蒋
老太，因为不自主漏尿18年，一直
过得很不开心。

起初是偶尔漏尿，但随着年岁渐
长，她觉得越来越管不住自己排尿。

特别是最近4年，每逢咳嗽、大
笑、打喷嚏她都会漏尿，就算是走平
路或上个楼梯，也会漏尿，一天尿垫
起码要换个3-4片。这让蒋老太越来
越不爱走动，不仅情绪越来越低落，
身体也越来越差了。

直到前阵子在报纸上看到浙江
大学明州医院在尿失禁治疗上有专

业医生、专业设备和丰富的成功经验
后，蒋老太坐不住了，主动要求子女
带她过来看看。

接诊的江海波医生听了蒋老太
对病情的描述，安排了诱发试验、尿
流动力学等相关检查，发现其中1小
时尿垫试验达到了81.5g，即在1小
时内，蒋老太就不自觉漏尿81.5g，约
是成年人单次正常排尿的1/3。

随后，由温海涛医师给蒋老太实
施了手术，并安排了后续康复治疗。

经过5天的术后康复，蒋老太终
于告别了裹着尿不湿过日子的生活，
对精心照顾她的医生护士们再三感
谢。

记者 陆麒雯 通讯员 单王程

和孙女同年用上尿不湿的她
18年后终于开始了新生活

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要保护好这扇窗户，就得从娃娃
抓起。明日上午10点，甬上客
户端将推出第十一期“甬上名医
大讲堂”，邀请眼科专家、宁波大
学附属人民医院（鄞州人民医
院）院长陆勤康一起来聊聊如何
让孩子不近视的话题。

目前我们宁波青少年近视
率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到底近
视会产生什么后果？几岁开始
就要做好近视防控呢？近视问
题可以被彻底解决吗？在节目
当中，专家将针对这些问题一
一解答。

本次直播还设置了互动环
节，如果您有关于青少年近视

方面的问题，可以进入我们的
甬上名医大讲堂直播间，留言
或提问。我们将在所有留言或
提问中抽取10位幸运读者，送
出价值千元的配镜券。

如果您对以上内容感兴
趣，记得提前下载好甬上APP，
在8月17日（周二）上午10点
打开甬上客户端，观看此次直
播的全部内容。

相关链接：陆勤康，宁波大
学附属人民医院（鄞州人民医
院）院长，主任医师，教授，博
导。白内障、角膜移植首席专
家，“宁波市十大名医”，享受国
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记者 陆麒雯

如何让孩子不近视？
明日上午10点
眼科专家陆勤康做客甬上名医大讲堂

宁海县卫生健康局工作人员巡查某诊所。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