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屠以撒 通讯员 夏亚萍

进入夏季，各种细菌和病毒
繁殖活跃，水源、食物、环境极
易被污染，容易导致一些传染病
的发生和流行。

近日，多地已接连发出夏季
流感紧急预警。在县妇保院，记
者碰到了抱着孩子候诊的市民夏
女士。她告诉记者，这几天小区
里有好几个孩子感冒发烧，自家
娃也没能幸免。

“最近因高热不退来医院就诊
的流感患者比往年同期明显增
加，以甲型流感病毒为主，接诊
的 10个发热患儿中就有 2-3人检
测出甲型流感病毒阳性，比起前
两年，今年这波流感势头猛烈多
了。” 县妇保院儿科副主任医师
胡仁明介绍说，患上流感的孩子
大部分首先会发热，而且以高热
为主，不容易退，不少孩子会反
复发热 3-5天以上，伴头痛、咽
痛等症状，同时孩子还会全身酸
痛、四肢乏力、精神萎靡、食欲
不振等。一旦出现流感样症状，
家长要重视，及早就医，5岁以下
的幼儿易发展为重症肺炎，应密
切关注。

随着气温升高、雨水增多，
肠道病毒活跃，疱疹性咽峡炎也

进入高发期，学龄前儿童是易感
染人群，占发热就诊患儿的三成
以上。据了解，疱疹性咽峡炎好
发于夏秋季，主要通过粪—口、
呼吸道飞沫、接触等途径传播。
症状有点像感冒，发热（少数不
发热）、咽痛、拒食、流口水，一
般不流鼻涕。

“疱疹性咽峡炎是一种自限性
疾病，如果护理得好，2至 3天体
温大部分能降至正常水平，一周
左右口腔疱疹会痊愈。”胡仁明表
示，孩子得病后，口咽部会红肿
充血长疱疹甚至溃疡，为减轻孩
子痛苦，家长应准备流质食物，
及时为孩子补充营养和水分。退
烧后，口腔内疱疹破溃，造成口
腔创面，孩子在吃东西时会很
疼，尤其要加强护理，预防感染。

如何更好地预防儿童夏季流
行疾病？胡仁明说道，对于流感
来说，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
最有效的手段，疫苗可降低感染
流感病毒和发生严重并发症的风
险。一旦发现孩子患了流感或疱
疹性咽峡炎，应采取相应隔离措
施，避免传染给其他小朋友。

此外，夏季皮炎、虫咬皮
炎、过敏性皮炎也进入到高发
期。该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虞文
斌表示，入夏后，该科室门诊量
出现了小高峰，比平时多了近三
分之一。虞文斌建议市民应避免
暴晒，外出时戴上口罩、帽子，
穿长袖衣裤，做好防护。另外要
多喝水，不喝冷饮及人工配制的
含气饮料，避免吃刺激性食物。

夏季多种儿童疾病交叉流行
医生提醒做好防护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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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最热的话题是什么？非消
费券莫属！今年以来，宁波县市区
消费券轮番上阵，引发市民疯抢。
不少市民感叹抢消费券太考验手速
和网速，简直“一券难求”。

抢券状况激烈，用券成果斐
然。据统计，截止 6月 30日，我县通
过云闪付共发放通用券、零售定向
券、餐饮定向券、家电数码消费券、
汽车消费券、文旅消费券、电动自行
车券等各类消费券共计 815万元消
费券，核销 802.74 万元，核销率
98.5%，拉动消费 2.74亿元。6月 20
日开始发放汽车消费券后，汽车消
费更是异常火爆，8天实现汽车销售
8879万元，撬动比达到26，远远高于
其他消费券的撬动比。

定闹钟、蹭网络、求帮抢
抢消费券姿势五花八门

消费券的难抢程度，想必不用
描述，大家已经深有体会了。基本
上每到时间点，消费券就会被“秒
杀”。网络卡了一下？验证图案划
过头？晚点了一秒？那就对不起
了，消费券已经与你无缘了。而为

了提高抢消费券的成功率，大家也
是想尽了办法。

上班族金晶分别定了 9 点 55
分、58分以及 10点 55分、58分的闹
钟。“一开始只定了 55分的闹钟，因
为上班时间，所以是静音震动模式，
结果第一次没注意到，错过了。”金
晶表示，有了这次教训后，她就定了
两个时间，以防万一。

市民吴阿姨住在乡下，也加入
了抢消费券大潮。因为家里信号不
好，吴阿姨的女儿专门仔细地给吴
阿姨传授了抢券方法。“让我手机开
无线，提前 3分钟到路由器旁边，因
为路由器在二楼，我每次还要爬楼
梯。”吴阿姨吐槽道。幸运的是，吴
阿姨抢到了自己想要的家电消费
券，这让一次都没抢到券的女儿羡
慕不已。

除了定闹钟、坐到路由器旁边，
还有不少市民发动亲朋力量帮忙抢
券。市民娄先生今年有装修计划，
需要大额的家电消费券，发动了父
母、表姐弟等一溜的亲朋帮忙，最终
抢到了3张消费券。

消费升级、提前消费
消费券“药效”有点猛

抢到了消费券，不用是不是总
感觉有点可惜？如果你是这么认为
的，那说明，消费券“药效”成功在你
身上发挥了。为了凑热闹而抢消费

券，结果花了好多钱；为满足满减规

则，预算再次提高；原本打算下半年

的花销，抢到券后提前到6月……记

者采访了众多抢到消费券的市民，

发现这波消费券“药效”有点猛。

市民方晓因为凑热闹抢消费

券，结果 6 月云闪付账单猛涨了

60%。“单单火锅就吃了三次，每次结

账的时候都排队，大家都在核销消

费券。”提起消费券的热度，方晓觉

得，真的和火锅一样“哒哒烫”。

抢到 3张大额家电消费券的市

民娄先生则表示，按照装修进度，家

电购买计划原本是排在“双十一”。

“考虑到‘6·18’活动叠加消费券buff
（网络游戏流行用语，表示增益效

果），优惠力度很可能超过‘双十一

’，所以提前买了家电，并且和商场

约定等装修装得差不多了再送货安

装。”

同样抢到家电消费券的吴阿

姨，原本打算购买一款 4000多元的

电视机，抢到消费券后，预算直接升

级到 5000元，“满 5000元减 500，这
样算下来一共也就多花了300多元，

但电视机又提升了一个档次。”

抢券达人小潘由于抢到的众多

消费券来不及消费，把目光转向了

各种会员充值，进行预消费。“单西

子国际广场这边就充值了七八家

店。”

消费升级、提前消费、预消费，

一波波消费热潮在消费券的推动下

奔涌而来，搅活了我县消费市场。

“消费券可用”成热门“配置”
参与活动的商家乐开花

6月以前，商家被问的最多的问
题还是价格，6月以来，各商家工作
人员被问的最多的问题变成了“可
不可以用消费券”。可以说，“消费
券可用”成了商家的热门“配置”，也
成了能不能搭上这波消费热潮的
关键。

西子国际广场一家餐饮店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一开始，店里没有参
加消费券活动，原本的客流至少有
三分之一流向了另一家参加了活
动、有竞争关系的餐饮店。注意到
这个情况后，老板马上报名参加，客
流都回来了，而且还吸引了许多新
会员。

城区一家旅行社的工作人员也
表示，消费券可用，吸引了许多学生
和家长来报名暑期游。“同样的线
路，各大旅行社价格其实都差不多，
但如果消费券可用，1000元就能减
400元，竞争力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采访中，参加消费券活动的商
家都表示，活动帮助他们吸引了客
户，营业额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总体来看，抢不到的看热闹，抢
到券的忙消费，参加活动的商家迎
客流，这波消费券热潮，可以说是欢
乐多多。

截止6月30日共发放815万 核销802.74万

考验手速网速的消费券，你抢到了吗？

文明交通
从娃娃抓起

驾驶机动车要按规定系安全带，驾
驶车辆不准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等妨
碍安全驾驶的行为，乘车时不将头手伸
出窗外……日前，一场关于道路交通安
全知识普及的现场会在梅林星星幼儿
园举行。活动现场，幼儿园在园内设立
模拟公交站、安全警示灯、各类标志标
牌、标识网格线、斑马线等，提高孩子们
的安全交通意识。
（记者 李江林 通讯员 王小飞 摄）

通讯员 尤小龙 李伟萍
记者 方景霞

叉车属于特种设备，驾驶员需
具备相应的操作证，并不得上道路
行驶。

近年来，企业使用叉车较为广
泛，但部分企业往往贪图方便，在员
工未经培训教育和考证的情况下，
就擅自允许员工驾驶叉车，最后酿
成事故。近日，经县检察院提起公

诉，县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张某
某、李某某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
年二个月。

张某某是宁波某工贸有限公司
的一名装卸工，李某某是该公司的
车间主任，负责车间的日常管理。
2021年10月20日，李某某让没有叉
车驾驶资格的张某某驾驶叉车将货
物运到马路对面的公司。张某某像
往常一样用叉车装好布料，便开了
出去。没成想，开出去没多久，由于

装载的布料太高，挡住了视线，不慎
撞倒了正在路上行走的葛某某，致
其死亡。

案发后，张某某、李某某主动投
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同年 10
月25日，张某某、李某某所在的公司
与被害人葛某某家属达成和解协
议。检察官经审查后认为，张某某
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交通肇事
致 1人死亡，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李
某某明知张某某没有叉车操作证，

仍让李某某在道路上驾驶叉车，也
应当以交通肇事罪追究刑事责任。
考虑到李某某、张某某具有自首情
节，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从轻、从宽
处罚。

检察官提醒，驾驶叉车等特种
车辆的驾驶员必须在具备操作证的
情况下谨慎操作，切不可随意越界，
上道路行驶。同时，企业也要加强
安全生产管理，强化教育宣传,确保
特殊工种的操作人员持证上岗。

这种车，有证也不能上道路行驶！
叉车违规上马路 致人死亡获刑

本周关注

为确保宁海县梅林街道职高路（沈海高速桥下段）

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通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决定对该路段进行

交通管制。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管制路段：宁海县梅林街道职高路（沈海高速

桥下段）

二、管制时间：2022年7月1日至2022年9月1日。

三、管制措施：采用全封闭施工的交通管制措施。

四、绕行路线：过往车辆可以提前往兴海北路、九

顷路等进行绕行。

管制期间过往车辆请绕道出行，并根据交通标志

标线指示和现场人员指挥安全、有序通行。敬请社会

各界和广大群众理解和支持。

特此公告。

宁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宁海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2年6月22日

关于宁海县梅林街道职高路（沈海高速桥下段）道路改造工程实行交通管制的公告

遗失宁海县农村商业银行股金证一份，股金证号：740126，声明作废。

童叶栋

遗失启事

上班时间（周一至周五）：
上午8:30—11:30 下午2：00—5：30
地址：宁海县桃源中路228号宁海传媒集团东侧一楼广告部
咨询电话：65577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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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举报，重重有奖！宁海县生态环保“110”诚邀您参与生态环境保护、“五水共治”
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接受广大市民监督，特设立宁

海县生态环保“110”有奖举报。
一、举报受理内容
1、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垂钓、游泳等行为；
2、河道排口晴天有排水，河水颜色变深有异味，河道

或河岸偷倒垃圾或垃圾未清理、偷排泥浆等行为；

3、沿街店铺通过雨水口排放污水、倾倒餐厨、厨余垃
圾等行为；

4、运输车辆冲洗产生废水直排等行为；
5、露天垃圾（工业、生活、秸秆垃圾）焚烧等行为；
6、建筑施工扬尘，建筑垃圾、生活垃圾随意倾倒等行

为；

7、工业企业偷排、漏排生产性污（废）水，物料堆场未
采取防尘防雨措施，工业固体废物随意倾倒、非法处置等
行为。

二、举报渠道
拨打投诉电话0574-59999110。
三、奖励方式

1、视举报内容情节轻重，对第一报料人分别给予30、
50、100元的话费奖励。

2、在收到举报信息后，第一时间内予以核实，并发放
话费奖励。

县生态办、县治水办、市生态环境局宁海分局

商务、公务、旅游、体检包车（6座、
19座、39座、50座、55座、60座）

宁海县欢乐同行旅游车队
宁海县公路运输有限公司

66928888 13732136971
（微信手机同号）

宁海县公路运输有限公司 车队
康辉国际旅行社车队

商务公务包车（19座、29座、39
座、45座、53座）
13989393993 13989331111

老宁海红妆饭店
人均消费实惠

招牌菜特多
拍照片留号码在手机里吧！美团外卖可送
吧台订餐：25595666 店长订餐：13023772888

本报讯 （记 者 潘 云 翔
通讯员 徐鸿鑫） 日前，县教
育局发布公告，2022年宁波市义
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报名时间确
定。其中小学7月2日-5日，初中
7月6日-9日。今年义务教育阶段
学校招生方案与去年基本一致，符
合入学条件的适龄少年儿童家长可
在上述日期的每天 7：30-22：30，
登录浙江政务服务网或浙里办APP
进行入学报名。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我县2
所民办学校转为公办学校（宁海
县金阳小学、宁海中学风华书院
初中部现宁海中学初中部），这 2
所“民转公”学校沿用去年的招
生方式进行招生。

据悉，2022学年金阳小学招
生 227人，招生对象为义务教育
阶段小学起始年级且符合我县公
办学校入学报名条件的新生；宁
海中学初中部招生 368人，招生
对象为义务教育阶段初中起始年
级且符合我县公办学校入学报名
条件的新生。报名人数未超过招
生计划数的，原则上全额录取；
报名人数超过核定招生计划数

的，符合条件的报名对象全部实
行电脑随机派位录取，核定的招
生计划数全部通过电脑随机派位
产生，随机派位淘汰者确认为招
生未录取者。未录取者如果未被
其他民办学校第二志愿录取，报
名材料自动退回原报名的乡镇
（街道） 招生办，参与乡镇 （街
道）招生办第二阶段公办学校招
生。双胞胎、多胞胎允许家长申
请进行捆绑随机派位。

招生方面，为保持政策的延
续性，上金村、下金村和前黄村等
村的村民子女现继续安排就读宁海
县金阳小学。新生父母符合政府部
门人才引进和招商引资等相关政策
的，经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
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后安排就读。对
烈士子女、符合条件的现役军人子
女、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警察
子女、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
员子女和其他符合条件的优待对
象，积极落实国家、省、市及当地
有关教育优待政策，妥善安排入
学。对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华侨
华人子女等，按有关政策予以安
排。对外籍人员的子女入学，按有
关规定办理。

此外宁海县金阳小学以及宁
海中学初中部自 2022年 9月开学
后不再提供新生住宿。

小学7月2日-5日 初中7月6日-9日

义务段学校招生报名时间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