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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
责编/高凯 叶飞 审读/刘云祥 美编/徐哨 照排/张婧

服务区 2022年4月27日 星期三 广告

7星彩第22046期:4 5 0 1 1 3 8
6+1第22046期:9 2 3 4 3 5 0
20选5第22106期:04 16 18 19 20
排列5第22106期:6 2 5 3 2

（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体彩开奖信息

双色球第2022046期:
02 11 24 25 27 30 14
3D第2022106期：5 0 7
15选5第2022106期：
03 04 07 13 15
快乐8第2022106期：
14 17 18 23 30 31 37 40 42 48
49 52 53 55 57 60 64 76 77 80

福彩开奖信息

宁波市第六医院
扩建项目选址获批

本报讯（记者 周科娜）据鄞州资
规部门昨日消息，宁波市第六医院扩
建项目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
书，已于4月24日获批。

六院扩建项目与现在院区就隔了
宽度约50米的后塘河，东至福明路、
西至后西河、南至规划道路、北至宁穿
路，用地面积约1.15公顷。

此次计划在地块内扩建集门诊、
手术室、特检、住院等
功能于一体的医疗综
合楼，同时辅助建设食
堂、停车位、地下室人
防急救医院、绿化等配
套公用设施。

宁波图书馆
五一开放时间这样安排

【甬上甬上发布】

本报讯（记者 石承承）“天
气越来越热，外套可以洗洗收起
来了。”

“过两天还要冷呢，还要穿
的。”

最近，这样的对话，是不是
在你和妈妈之间频频出现？

用不着过两天，从4月27日
开始，天又要冷了，外套还真就
要派上用场了。

“五一”假期来临前，我国会
接连遭遇两股冷空气接连的“袭
扰”——第一股冷空气从4月26
日开始影响我国，预计将持续影
响至4月28日前后；第二股冷空
气接踵而至，会在4月28日到4
月30日陆续影响我国。

在两股冷空气的接连影响

下，4月的最后几天，我国中东部
不少地方的气温都将有所回落。

就拿我们宁波来说，4月26
日中午，气温还想努力“够一够”
29℃，等到傍晚下班路，气温已
经跌至21℃出个头了。

这还只是开局。从市气象
台预报看，4月27日市区最高气
温就只有19℃了，披外套就是

“刚需”。
接下来，除了4月28日的最

高气温为24℃外，一直到5月1
日 ，最 高 气 温 都 只 有 19℃-
20℃。最低气温这回也“摒不
牢”，从4月 27日开始到5月 1
日，只有12℃-15℃。

没想到，4月底了，还要再重
复那句“及时添衣，做好保暖”。

【承承承承看天】

4月底的冷空气

本报讯（记者 边城雨 通
讯员 李佳静 胡成燕）日前，
位于宁波绕城高速（天童南路
—宁南南路段）桥下的首南体
育公园正式完工亮相。这个昔
日杂物堆放闲置地块，经过数
月改造，变成为面积约9000平
方米体育公园，不仅实现了“两
路两侧”环境品质升级，更是把
健身场所搬到了市民“家门
口”，为甬城增添亚运氛围。

居住在附近的鲍家耷社区

居民陈秋均告诉记者，现在这里
的环境好多了，有时候还能约朋
友、邻居过来运动一下，走过来
也就10来分钟的时间，很方便。

据了解，首南体育公园是
鄞州区继潘火体育公园、福庆
体育公园后，又一座采用“以用
代管”模式打造的桥下空间综
合性体育公园。这里共设置7
个专业场馆，除配备标准网球
场、篮球馆、足球场以外，还专
门增设了儿童篮球全场。

改造一新的改造一新的““桥下体育公园桥下体育公园””。。通讯员供图通讯员供图

鄞州区又一
“桥下体育公园”亮相

本报讯（记者 施代伟 通讯员 陈
莹） 4月26日，记者从宁波图书馆获
悉，“五一”小长假期间图书馆的开放
时间与往常一样，新馆与永丰馆均从
9:00开放至21:00。

目前因疫情防控工作需要，新馆
控制实时在馆人数
2000 人，永丰馆控制
实 时 在 馆 人 数 800
人。入馆时还需配合
测温，扫“场所码”，查
验行程卡和预约码。

本报讯（记者 周科娜）宁波至慈
溪市域（郊）铁路（以下简称“宁慈线”）
新城大道站土建工程建设项目规划选
址(用地)方案，昨起作批前公示。

这是宁慈线第一
个选址公示的站点。

宁慈线新城大道
站位于慈溪城区新城
大道与北三环交叉口，
为地下站，设置4个出
入口。

本报讯（记者 朱立奇 通讯员 陈
洁）传一缕书香，送一份真情。近日，
由象山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主
办，象山县图书馆、象山新华书店承办
的“千里系书香·温情进雷波”图书捐
赠活动正式启动，该活动持续到5月8
日，象山广大市民、爱心读者，企事业
单位可前往位于象山新华书店一楼的
捐书点捐赠书籍，征集活动结束后，这
批爱心书籍将被送到凉山州雷波县。

本次图书捐赠活动是象山县第十
六届陈汉章读书节的重要活动之一，
在先前举行的启动仪式上，象山汉章
小学全体师生每人捐赠一本书，定向
捐赠给凉山州雷波县谷堆乡中心校各
类图书1200余册。

活动主办方负责人表示，除了在
象山新华书店设置捐赠点，还将在合
适的时候，举办书香集市，期待有更多
的读者能够参与到活动中。

千里系书香·温情进雷波
捐书活动等你参与

象山汉章小学孩子们捐赠图书。

宁波至慈溪市域铁路
一站点选址公示

【活动活动速览】

扫码观看更多内容

扫码观看更多内容

更多活动
可扫二维码

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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