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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运落幕，宁波机场迎来“开门红”

旅客运输量突破130万人次
阳光服务组工作人员用真情温暖着每位旅客

旅客在阳光服务柜台咨询

通讯员 供图

探亲流、务工流、学生
流、旅游流高度叠加，各地
航班包机密集加开， 进出
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今
年春运以来， 宁波空港客
流量一路攀升，屡创新高。
长达40天的2018年春
运昨天落幕， 宁波机场旅
客 运 输 量 突 破 130 万 人 次
大关，达到130.4万人次，同
比增长23.6%，实现了2018
年运输生产的“开门红”，
这为打造区域性枢纽机场
和晋级千万级机场俱乐部
奠定良好开局。

□通讯员 黄跃光 朱希恩 顾春晓 金报记者 薛曹盛

今年春运客流高峰来得早、持续时间长
春运期间， 宁波机场候机楼每天都是人流如
织。数据显示：春运以来，宁波机场共保障航班起
降近9400架次，其中加班490架次，包机116架次，
均创下历年之最。受航线覆盖面拓展、航班密度
增大、 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等综合因素推动，
宁波机场春运旅客吞吐量呈现快速增长，提前一
周便超过去年总量。
春运40天，除农历除夕当天，其余时间宁波
机场日进出港航班基本保持在220架次以上，比
平常每日增加20多个航班，最多时甚至较平日增
加40余班，旅客吞吐量维持在日均3.2万人次的高
位。其中，2月17日（正月初二）、2月18日（正月
初三）、2月21日（正月初六）、2月22日（正月初

七）、2月23日（正月初八）这五天的单日客流量更
是突破3.65万人次的历史最大值。
与往年不同的是， 今年宁波机场客流高峰不
仅集中在除夕、元宵等节日前，从2月1日春运启动
开始持续到整个双节期间， 客流也明显维持在高
位。正月初一后，大量市民选择旅游度假出行，进
出港客流甚至超过了节前的旅客出行量， 其中，2
月21日（正月初六）当天运送旅客达3.94万人次，
一举创造了宁波机场日旅客吐吞量的新纪录。
此外，往年春运后期，客流在元宵节后逐渐出
现回落，而今年元宵节过后客流依旧一路“高歌猛
进”，日均起降航班达220架次，日均客流量持续稳
定在3.1万人次左右的高位。

天公作美，航班正常率较往年明显提高
2月5日晚上，一位远在深圳的家长请求宁波
机场帮助自己13岁的女儿在机场过夜。 阳光服
务的工作人员照顾女孩20个小时， 不仅带着她
在值班室暂住一夜， 还为她准备了第二天的早
餐与午饭。
对机场阳光服务的工作人员而言， 这样的帮
扶早已成了家常便饭。虽然今年春运客流一路攀
升，高峰时间持续长，但宁波机场候机楼却是忙
碌而温馨， 阳光服务组的工作人员用真情服务，
温暖着每位回家的旅客。
春运期间， 先后有几股冷空气大举南下，给
宁波带来明显的降温降水及冰雪过程。但整体而

言，今年天公作美，天气总体晴好，对春运有利，航
班取消数量仅19架次， 航班正常率较往年明显提
高。宁波机场相关工作人员说，春运期间，机场强
化航班运行，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质量，在航
班高峰期增加一线岗位人员、加强安全检查、强化
候机秩序维持等措施，应对春运客流增长。针对冷
空气南下有可能带来的低温雨雪冰冻天气， 机场
及时启动相关应急预案，在设施设备、物资储备、
信息发布等方面落实相关措施。
在农历除夕节、 元宵节前后， 宁波机场组织
“新春快闪”、“元宵节送汤圆”等活动，浓浓的节
日氛围充斥着候机楼，受到旅客的一致好评。

更多机票优惠信息欢
迎关注机场微信公众号，
让您省钱、省事、更省心。

飞机洒药治白蛾？
假的！市民切莫相信
本报讯（通讯员 朱琼 记者 陈嫣然）春
天到，绿意浓，很多人都将目光投向了身边的
绿树红花，不过，爱绿护绿是件好事，但盲目
传播“飞机洒药治白蛾”之类的假消息可就
不好了。这不，春暖花开，一派美景时节，宁波
城管园林部门又接到了几个电话， 有市民关
切询问“最近是不是要洒药了，不能晒被子
了吗？”
金报记者通过搜索引擎发现，“飞机洒药
治白蛾”这个谣言出现并非新鲜事，不仅仅宁
波，全国各地都曾经出过辟谣新闻，可谣言如
野草，春风吹又生。
这次，园林部门再次澄清真相：宁波是没
有白蛾的！工作人员介绍，假消息内说的白蛾，
全名叫做美国白蛾， 是一种世界性检疫害虫，
主要危害果树和观赏树木，但美国白蛾的生长
繁殖对环境气温有要求，只有北方地区才有分
布，长江以南地区很少。而且，谣言中的《通
知》落款——
—园林办，在宁波市是不存在的，
宁波只有“宁波市园林管理局”这个名称。
至于开飞机洒药这个事儿， 也是想太多
了，为了市民朋友的日常生活和出行方便，园
林部门是不会在城区采用飞机洒药治虫的。
所以， 大家该晒被子的晒被子， 该赏花的赏
花，不要轻信谣言，更不可以讹传讹。

奉化松岙投资2.7亿元
整治小城镇环境
本报讯（通讯员 吴培均 记者 樊莹）春
节后， 奉化松岙镇城建办工作人员就迅速协
调好该镇重大项目振兴路改造工程所涉及的
各家施工单位，督促工程顺利开工，以快马加
鞭的速度，保质保量完成全年的工作任务。
去年以来， 松岙镇按照建设现代化健康
美丽新镇区的要求，加大实干与创新力度，坚
持以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为重点， 大力
推进以“海洋经济，绿色发展，美丽品质，文
明镇风”为内涵的“美丽绿色松岙”建设，持
续推进小城镇综合整治。
该镇已委托相关部门完成 《小城镇环境
综合整治规划》编制。规划以“一加强，三整
治”为主要任务，共梳
理10个大项目，其中9
个已开工并有2个完
工， 项目涉及水利、交
通、 文化等多项领域，
估 算 总 投 资 2.7 亿 元 。
该规划获评宁波 市 第
二、三批达标乡镇小城
镇环境综合整治 优 秀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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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324199107210634 杭州浙样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刘程智 2017 年在商丘学院土 杭州华联置业有限公司钱江新 殷薇于 2018 年 03 月 11 日遗 杭州宗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康锦南遗失浙江经济职业技术
杭 地址 李鹏
遗失电梯安装维修工证件,证书 注销清算公告：本公司股东会 木工程专业毕业，身份证号
城万豪酒店分公司遗失财务章，失身份证,证号 330481199408 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江） 学院学生证 53211712 声明作废
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6 年 04 月
1711000000435662,声明 已决定解散本公司,请债权人 410181199412250016，报到证 声明作废
295023,声明作废
州 杭 编号
19 日核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汤宇帆遗失浙江经济职业技术
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 遗失
作废
州
杭州凯巨服饰有限公司注销清
办 五 李永忠遗失浙江省监理工程师 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 杭州祺苑科技有限公司遗失浙 姜飞早餐店不慎遗失由杭州 算公告：本公司股东会已决定 91330108MA27XD9W10 的营 学院学生证 23131734 声明作废
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江省通信管理局 2017 年 12 月 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杭州贝之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
解散本公司,请债权人自接到本
理 常 培训合格证书，编号：浙建监
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 20 日核发编号为浙 B22017 年 01 月 03 日核发的营 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
2016032337，特此声明
杭州上余广告有限公司遗失杭州 失通用机打发票（文化体育业）10
街
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 20171212 的增值电信业务经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点 道 义乌市杰子纹身器材商行，遗 要求
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 市高新区（滨江）市场监督管理局 份，发票代码 233001121133，发
代码：92330110MA28L5W50
票号码 1767406-1767415；遗
营许可证正副本，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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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浙江稠州商业银行金福源支
杭州阳陆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失 杭州祺苑科技有限公司遗失浙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387
财务专用章，法人章各一枚，声明 江省文化局 2017 年 11 月 10
013275301 现声明作废
作废
日核发编号为浙网文（2017）
杭州浙藏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减
资公告：经本公司股东会（出资 杭州淘租公科技有限公司遗失浙 2496-347 号的网络文化经营
人）决定：本公司认缴注册资本 江省统一收款收据 10 份，发票代 许可证正副本，声明作废
从 1000 万元减至 100 万元。 码 233001100723， 收据号码 遗失声明：高芳芳遗失浙江万
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 10416251-10416260,声明作废 国汽车有限公司履约保证金协
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 杭州铭凡广告有限公司遗失营 议书一份，车架号
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 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LVSHFFAC3GF456825 金额
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 码：913301080536550004，登 ￥2000（贰仟圆整），声明作废！
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 记机关：杭州市高新区（滨江）
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 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日期： 杨莹遗失浙江中医药大学学生
广告 求。
2016年 09 月 14 日，声明作废 证 201612201302032 声明作废

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公司清算组 2016年 11 月 16 日核发统一社
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 会信用代码为 9133010839795
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方俊杰遗失浙江万国汽车有限公
5728H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
司履约保证金一份，车架号 LVS 郭仙英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 杭州银行科技支行开户许可证，
HFFAC9EF827368，金额￥3000 号 3306256403023560001A，声 核准号 J3310058170601；遗失
（叁仟圆整），特此声明作废。
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蒋立
明作废。
祥）各一枚，声明作废
浙江唐美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注销 遗失声明：朱等汇遗失浙江万国汽
清算公告：本公司股东会已决定 车有限公司履约保证金协议书一 王子寅遗失浙江中医药大学学
解散本公司,请债权人自接到本 份，车架号 LVRHFADN3FN624 生证 201612201301015 声明作
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 811 金额￥3000（叁仟圆整），特此 废
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 声明作废
沈敏琪遗失浙江中医药大学学
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 梁咪楠遗失浙江传媒学院学生 生证 201612200401028 声明作
废
证 164304222，声明作废。
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W，声明作废。

失通用机打发票（广告业）8 份，
发票代码 233001172133，发票
号码 7238-7245；遗失通用机打
发票（其他服务业）7 份，发票代
码 233001173633，发票号码
6631429-6631435；遗失浙江省
统一收款收据 18 份，发票代码
233001100723，发票号码
3640707-3640724，声明作废
方俊杰遗失浙江万国汽车有限公
司履约保证金一份，车架号 LVS
HFFAC9EF827368，金额￥3000
（叁仟圆整），特此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