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对被扣留车辆依法处理的公告
凡在 2015年 12月 31日之前被扣留在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分

局交通警察大队（包括辖区新矸、大矸、小港、白峰、春晓、霞浦、
梅山中队）的汽车，至今尚未处理的，当事人必须在此公告后三
个月内，持《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到北仑交警大队

（或相关交警中队）接受处理，逾期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依法处
理相关车辆。处理机关：北仑交警大队（辖区各交警中队），联系
电话：86775813.网址：http://gaj.bl.gov.cn。

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6月26日 星期一
江北区 慈城镇三星智能仪表公司（5005068759）（8:00-18:30）
杭州湾新区闸口变（9:00-11:30）
6月27日 星期二
海曙区 高桥镇:岐阳村一带、高桥镇人民政府、乌岩村一带、宁波金鸿运工艺品

有限公司、民乐村一带、朱敏村一带、鄞州区水利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鄞州通顺服
装厂、歧湖村一带、鄞州区城市排水有限公司、余姚市大隐镇大隐村经济合作社、鄞州
区水利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鄞州区水利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鄞州区水利建设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宁波东兴沥青制品有限公司、鄞州现代建筑材料有限公司、鄞县高
桥歧阳大湾山采石场、国网浙江宁波市鄞州区供电公司、宁波同道塑胶有限公司、宁波
爱柯迪精密部件有限公司、鄞州旷丰新材料有限公司、鄞州进久塑模制品厂、宁波国宏
建材有限公司、宁波立森新材料有限公司。宁波市福威木业有限公司、宁波钧恒五金有
限公司、海曙润钶汽配有限公司、宁波宏业水泥制品有限公司、鄞州嘉驰机械配件厂、
宁波华旭自保温墙体材料有限公司、海曙高桥华杰建材厂、宁波市启航助剂有限公司、
宁波香豪莱宝金属工业有限公司、宁波大工园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鄞州幸丰服装厂、
鄞县高桥镇杨家岭采石场、民乐新村1期、民乐新村2期、民乐新村3期、鄞州高桥波达
五金厂、鄞州区高桥镇人民政府、宁波甬经伟传动设备有限公司、宁波久峰机械有限公
司、宁波汇金水泥制品有限公司、鄞州景升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宁波斯卡达汽车电器有
限公司、鄞州齐兴模具制造有限公司、宁波百通水暖器材有限公司、鄞州利丰阀门有限
公司、宁波晨江电器成套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宁波市恒洁水务发展有限公司、中石化碧
辟(浙江)石油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宁波意缆可电器有限公司、上海杰隆物流有限公
司、鄞州通投机制砂有限公司、宁波高等级公路养护有限公司、鄞州坤盛不锈钢制品有
限公司（7:00-18:00）鄞江镇梅园村一带，宁波长利风玻璃制品有限公司（5320146747）
宁波李立电器有限公司（5320261581）鄞州创凡塑料厂（5320025417）鄞州区古林梅园
工艺锯石厂（5318000440）鄞县鄞江姚才根石雕工艺厂(5310300386)宁波益斌塑业有
限公司(5318098453)宁波美固力磁电有限公司(5318062874)鄞江天新建筑机械配件厂
(5320012110)鄞江兴达锯石场(5310601633)宁波海柯阀门有限公司(5320279209)宁波
郞泰机械有限公司(5310601952)鄞州恒固制罐有限公司(5310601632)（7:00-16:00）鄞
江镇大桥村，梅溪，沿山村一带，鄞州鄞江红杰水泥预制品厂（5320148808），鄞州成润
橡塑制品有限公司（5320036939），宁波富士达纺织品有限公司（5310300113），鄞州澳
德莱地毯有限公司（5320260987），鄞州富剑喷涂厂（5318066364），鄞州梅园山庄有限
公司（5320281501），鄞州鄞江磁静五金厂（5320268289），鄞州鄞江位友磁性材料厂

（5320125341），鄞州鄞江梅溪倪岙石场（5318001914），宁波煜淇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5320045813），鄞州旺达石材装饰有限公司（5320184392），鄞州鄞江金宙机械厂
（5320184395），鄞州合力新型建材有限公司（5320015323），宁波双力金属软管有限公
司（5320186213），宁波德泰机械实业有限公司（5320056304），鄞州旭一机械有限公司

（5320261879），宁波君和新材料有限公司（5320116588），鄞州区鄞江梅溪九龙桥石场
（5318000083），鄞 州 鄞 江 大 家 磁 铁 厂（5320244454），鄞 州 宏 益 五 金 制 品 厂
（5318056234），鄞州新聚茂塑料工贸有限公司（5320261711），鄞州诺诚矿业有限公司
（5320261613），鄞州鄞江梅溪胜利石场（5310601631），鄞江宝丽丰车辆配件厂
（5320036091），鄞州永宇玻璃制品厂（5320329938）（7:30-16:30）高桥镇望江村唐家漕
（西）一带（6：30-17：00）

江北区 邮政储蓄银行（中马街道桃渡路120号）一带（8：30-18：00）慈城镇江北
科腾磁业（5001545689）、恒平金属制品厂（5005004388）、康安不锈钢厂（5001519476）、
江北鸿贸汽车零件厂（5005027690）、沪甬电力公司（5001795366）、三板桥闸门管理处

（5005155289）、温度计厂一带、慈城交警中队一带、南门村一带、路灯管理处
（5009503133）（8:00-18:30）

6月28日 星期三
海曙区 横街镇林村北一带、宁波甬泉园林灌溉设备有限公司、鄞州强森仪表有

限公司、宁波甬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7:00-15:00）龙观乡龙溪谷一带，龙观乡卫生院
（5320216756），海曙洪恩管业有限公司（5320216765），宁波奥克斯空调有限公司
（5320216786），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鄞州分公司（5320216781），宁波诚源工艺品有
限公司（5320216298）（7:00-16:00）

6月29日 星期四
海曙区 鄞州集士港兴康有色金属铸品厂、海曙金陵气雾剂有限公司、海曙峰豪

汽车电器有限公司、岳童村一带（7:00-14:00）石碶街道：栎社中学（08:00-16:00）
江北区 夏家村村委一带（7：30-17：30）邮政储蓄银行（中马街道桃渡路120号）

一带（8：30-18：00）
6月30日 星期五
海曙区 古林镇包家村西一带（7:00-14：00）
江北区 慈城镇新华张陆、缪家、黑白屋一带，宝城塑料（5001505355）、星辰纺织

有限公司（5001520144）、海国电器有限公司（5001520144）、新华电信配件厂
（5001794139）（8:00-16:30）

7月2日 星期日
海曙区 石碶街道：协和加油站、大陆交通建设集团、联通公司、意云绣品、良富机

械电器、方力机床、方力科技、资产经营投资、中康建设管理、214省道横涨村一带、横涨
一号桥、横涨腾家、横涨新村、横涨老年室、康宏特种钢（7:30-16：30）

取消：
6月19日 星期一
江北区 慈城镇妙山村一带（8:00-16:30）
杭州湾新区 闸口变（9:00-11:30）
增加：
6月19日 星期一
江北区 慈城镇蔺草厂（5001795870）、陈家庄自然村、虹星泵站（5005061413）、

介址其自然村一带（8:30-16:30）慈城镇戚家桥自然村、虹桥头、虹星村、虹星山林队小
西坝翻水站（5005018209）、赵隘、张家浦翻水站（5005098327）、优路汽车配件厂

（5005031887）、半浦大桥头、半浦大队、渡头、半浦上新屋、半浦下新屋、建筑队、渡头翻
水站（5001792587）、虹星朱家、后庙、半浦村村委、美汝湖、孱头浦（5001795013、
5001792596）、半浦村、砖瓦厂（5001795512）、塘路下、万建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5001792600）、虹星排涝站（5001792601）、远方沥青公司（5001551378）、中波发射台
（5005123958）有短时停电2次（8:00-16:30）

杭州湾新区 宁波海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14:00-15:30)下一灶村10、13号台区
（7:00-17:00）

6月20日 星期二
杭州湾新区 南洋小城开发有限公司（7:30-11:30）管理委员会（7:30-11:30）三

洋村11号（13:00-17:00）南洋小城开发有限公司（13:00-17:00）
6月21日 星期三
杭州湾新区 开发区管委会、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联通公司、中国移动

CO、宁波盈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宁波海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宁波力神动力电池系
统有限公司、慈溪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储备中心、宁波海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摩臣汽
车（8:45-11:45）浙江欣捷建设有限公司、海南村26、27号台区（7:00-15:00）

6月22日 星期四
江北区 宁波惠之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8:30-18:00）
杭州湾新区 宁波新泉汽车、宁波泰鸿冲压件、圣宇瑞医疗器械、管理委员会、三

京汽配制造、宁波中京电器科技CO（8:45-11:45）中国铁塔、强邦户外、管理委员会（13:
30-16:30）新东村11、16号台区（13:30-16:30）

6月23日 星期五
杭州湾新区 海星村24、13、12、3、23、2、1号台区、神威塑胶五金厂（12:00-17:00
新舟村3号台区（7:30-16:30）

宁波供电公司
网址：95598.zj.sgcc.com.cn

计划停电预告

1、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 2017年-2020年宁波市援疆资金
和项目跟踪审计协审服务（项目）已由宁波市审计局根据《宁波
市审计局关于实施2017年-2020年宁波市援疆资金和项目跟踪
审计协助审计服务招标的通知》文件批准实施。招标人为宁波市
审计局，招标监督机构为中共宁波市纪委驻市审计局纪检组，招
标代理机构为宁波中建投资服务公司，项目资金来源为：宁波市
财政资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相关规定，本项目
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根据 2017年-2020年宁波市政府援疆规划项
目库安排及上级审计机关要求，协助审计内容包括：（1）库车县
第六小学及其他宁波市2017-2020年度全额投资类援建项目跟
踪审计；（2）资金补助类、设备援助类、智力援助类等非全额投资
类援建项目资金审计；（3）宁波市援疆指挥部年度工作经费财务
审计；（4）根据当年审计实施方案要求开展的其他审计。协助审
计内容最终以宁波市审计局确认的审计内容及范围为准

3、招标范围：全额投资类项目审计方式采用阶段性跟踪审
计；资金补助类、设备援助类、智力援助类项目及宁波市援疆指
挥部年度工作经费采用年度财务审计

4、投标人资格要求：投标人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4.1注册地在宁波行政区域或在本招标公告发布前（不含发

布日）已在宁波行政区域设立工程造价咨询分公司的工程造价
咨询企业

4.2 投标人应同时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颁发的合格有效的甲级工程造价咨询资质和相关财政部门颁发
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资格证书，或由具备上述甲级工程造价咨
询资质和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资格证书的两家单位组成的联合
体，联合体主办人为工程造价咨询企业

4.3投标人在宁波市行政区域内拥有150㎡以上固定营业场
所

4.4 投标人配有不少于 15 名造价咨询从业人员和 5 名中国
注册会计师财务审计人员（可由联合体单位提供）

4.5已参与过本批次招标项目有关业务（包括施工及材料设
备供货单位的招标代理，跟踪咨询服务，清单、预算、结算、决算
的编制或审核，代建，监理等相关服务）的工程造价咨询单位，不
得参加本项目竞标

5、本项目资格审查方式：资格后审
6、招标文件的获取：
6.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7年6月19日至2017年7月

7日16:00时（以付款成功时间为准）登陆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网站（http://www.bidding.gov.cn）自行下载招标文件。超出上
述规定期限的，招标人将不予受理

6.2招标文件每套售价300元，售后不退
6.3招标文件如有澄清和修改，将在本网站发布，不另行提

供纸质版补充文件。投标人需自行下载相关文件，如有遗漏，责
任自负

6.4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招标文件，有意参加投标者在网上
下载招标文件前，须先办理《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证》。详情请登录
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bidding.gov.cn）查阅
办事指南中《关于启动网上办理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证的通知》

6.5 招标文件网上下载标书系统操作手册详见宁波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网站“资料下载”栏（咨询电话：0574-87187966
陈工）

6.6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机构联系
6.7未在网上下载招标文件的单位，其投标文件不予受理
7、投标保证金
7.1金额：不少于人民币壹万元整
7.2形式：银行电汇或银行汇票直接缴入以下账户：
收款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投标保证金专户（工程建

设）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有限公司宁波市科技支行
银行账号：400071218420
提交截止时间：2017年 7月 7日 16:00时（北京时间，以资金

到账上述账户时间为准）。特别提示：投标保证金必须从基本账
户汇出，并将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复印件编入投标文件中

8、投标文件的递交
8.1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为 2017年 7月 10日 14时 00分，

地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宁波市宁穿路1901号——市
行政服务中心四楼）

8.2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
予受理

9、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http://

www.bidding.gov.cn/）、中 国 宁 波 网（http://www.cnnb.com.
cn/）、宁波市审计局网（http://www.nbsj.gov.cn/）和《宁波日报》
上发布

10、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审计局
地址：宁波市和济街95号4楼
联系人：朱立
电话：0574-89185638
招标代理人：宁波中建投资服务公司
地址：宁波市广济街31号建行大厦2204室
邮编：315010
联系人：黎晖
电话：0574-87306147、13362844863
传真：0574-87314248

2017年-2020年宁波市援疆资金和项目
跟踪审计协审服务（项目）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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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脱欧”公投举行
近一年之后，来自英国和欧盟
的谈判代表终于将在 19 日坐
到谈判桌前，面对面商议“脱
欧”事宜。那么，“脱欧”谈
判究竟如何进行、谈些什么，
又难在何处？谈判受到哪些因
素左右，最终会如何收场？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张伟

英国和欧盟“离婚”，
分几步走？

所谓“不打无准备之仗”，自
从英国确定“脱欧”后，无论是英
国还是欧盟，都在为这场不可避免
的谈判做各种准备，争取主动，把
握节奏。

一是各自任命谈判代表和组建
谈判团队。英国任命了“脱欧”事
务大臣戴维·戴维斯，欧盟则推出
首席谈判代表、法国人米歇尔·巴
尼耶。

二是各自表明谈判原则和立
场，划定底线。英国首相特雷莎·
梅确定了“硬脱欧”方案，要与欧
盟分个干净、重新开始，而欧盟则
强调权利和义务的平衡。

三是各自发动舆论攻势和摆出
自信姿态。在梅表达“没有协议总
好过达成一个坏协议”的同时，欧

盟也展现出团结一致和决心改革的
一面。

真正坐到谈判桌前，英国和欧
盟主要谈两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是现在如何分家。自
1973 年入盟以来，英国与欧盟之
间的关系通过大量的法律或协定确
定下来，想要解除只能一项项谈。
另一方面是今后如何相处。英国虽
然可以脱离欧盟，但离不开欧洲，
欧盟也需要英国。因此，双方还需
要确立一个新的关系框架，尤其是
在经贸领域。

具体到谈判步骤，欧盟希望分
两个阶段进行，也就是先算旧账，
再谈未来。第一阶段重点是公民权
利、英国的“脱欧”账单以及英国
与爱尔兰的边界安排。只有这个阶
段谈判取得进展后，才能商讨欧盟
和英国未来关系。根据欧盟方面的
消息，如果第一阶段进展顺利，欧
盟将在今年 12 月授权进行第二阶
段谈判。

谈判是否会按照欧盟设定的节
奏进行，尚不确定。但根据欧盟相
关法律，留给双方的谈判时间并不
充裕，最终期限在2019年3月，也
就是梅向欧盟递交“分手信”的两
年之后。但考虑到协议还需要双方
相关机构的批准，双方要在 2018
年 10 月前完成全部谈判。这在很
多人看来，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
务”。

按照梅的谈判计划，英国和欧
盟会达成一个“过渡性协议”，让英
国逐步脱离欧盟，但过渡期不会超
过 3年。这意味着如果谈判顺利，英
国最晚在 2022年彻底离开欧盟，双

方关系进入一种新的模式。

“离婚费”外，还有这
些变数“干扰”谈判

在谈判初期，英国和欧盟双方
重在相互交流，摸清对方在一些关
键问题上的立场和底线，寻找可以
妥协的空间。对于双方而言，整个
谈判既是一场技术和法律层面的唇
舌之战，更是一场政治和外交上的
激烈角力。

比如在英国“脱欧”账单数额
问题上，虽然欧盟方面认为应该高
达 600亿欧元，但并非没有讨价还
价的余地，关键还在于双方能够达
成什么样的政治交易。

虽然正式谈判即将展开，但最
终结果难以预料：双方会达成什么
样的协议，还是根本达不成协议。
总的来说，这场旷日持久、牵扯多
方的谈判面临着三大变数，甚至可
能出现出人意料的结局。

第一大变数是英国政局和民
意。由于在 6 月 8 日议会下院选举
上的政治“豪赌”失败，梅的“硬
脱欧”主张受到来自保守党内外的
质疑和挑战。梅已经宣布，保守党
将与北爱尔兰的民主统一党组建联
合政府。但梅究竟能在保守党党魁
的位置上坚持多久？“脱欧”谈判
期间，英国会不会再次大选？这些
问题都无法确定。

德国《明镜》日前在一篇社论
中指出，几乎可以确定，今后数年
英国会出现“一个有兴趣重新加入
欧盟的政府”。投资家乔治·索罗
斯也认为，英国脱欧是一个至少要

持续 5年时间的漫长过程，其间英
国会进行新的大选，下一个议会

“可能会赞同重回”变革后的欧盟。
目前，很难确定剧情反转的可

能性有多大，但英国国内民意似乎
已经发生变化。皮尤研究中心 6月
15 日公布的民调显示，在英国，
54％的受访者对欧盟持正面态度，
比一年前增加了10个百分点。

第二大变数是欧盟谈判和妥协
意愿。英国公投决定“脱欧”之
后，欧盟内部出现一种声音，那就
是要借机“惩罚”英国，起码不能
让英国退盟后反而获得更好待遇，
以免其他国家效仿。

更有一些国家趁机捞取实际利
益，比如德国法兰克福正在积极谋
划，希望借英国脱欧的时机，取代
伦敦金融城的地位。由于欧盟两大
机构欧洲银行业管理局、欧洲药品
管理局总部设在伦敦，一些欧洲大
陆国家也有意成为这两家机构的新
总部所在地。此外，欧盟官员日前
还公布了在英国“脱欧”后迁走大
型结算机构的计划，想要撬走伦敦
欧元结算业务。

因此，“脱欧”谈判中，目前
略占上风的欧盟能在多大程度上展
示妥协意愿，成为关键问题之一。

第三大变数是欧盟未来改革方
略 。 归 根 到 底 ， 英 国 决 定 “ 脱
欧”，在于不看好继续留在欧盟内
的发展前景。当前，欧盟已提出多
种改革方案，期望缓解自身面临的

“生存危机”。因此，未来几年，欧
盟能否在改革上取得成效，能否更
具吸引力和竞争力，也会影响到

“脱欧”谈判的结果。

英国和欧盟“脱欧”谈判在即

这些变数可能“让婚离不成”

这是6月17日在英国伦敦拍摄
的被烧毁的居民楼。

英国警方 17 日说，英国首都
伦敦西部一栋高层居民楼日前发生
的火灾中，目前至少有 58 人下落
不明并被推定为死亡，其中包含此
前已被确认死亡的30人。

（新华社/美联）

伦敦警方推定

居民楼火灾中
至少58人死亡

新华社东京6月18日电（记
者王可佳） 日本广播协会 18日援
引美国海军的一份声明说，美国
海军“菲茨杰拉德”号驱逐舰 17
日在日本附近海域与菲律宾籍货
船相撞后，美军潜水员已在军舰
被撞区域找到数具遗体。

美国海军称，被发现的遗体

已被送到位于日本横须贺的美军
医院接受身份确认。

据当地媒体此前报道，美军
已找到在此次事故中失踪的“菲
茨杰拉德”号全部 7 名船员的遗
体。美国海军在这份声明中并未
透露已找到的遇难者遗体具体数
字。

美军驱逐舰与货船相撞事故

数具失踪者遗体找到

这张6月18日在日本横须贺拍摄的照片显示的是受损的“菲茨杰拉
德”号驱逐舰。 （新华社发）

新华社巴格达 6 月 18 日电
（记者魏玉栋 程帅朋） 伊拉克军
方 18日宣布，政府军当天对极端
组织“伊斯兰国”在该国第二大
城市摩苏尔控制的最后据点发起
进攻。

伊拉克军方联合行动指挥部
发言人阿卜杜勒－阿米尔·亚拉
拉在一份声明中说，包括反恐部
队、联邦警察部队在内的伊拉克
武装力量当天在摩苏尔西城向老
城中心区发动决定性攻势，旨在
消灭控制这一区域的残余“伊斯
兰国”势力。

声明说，从当地时间 18日清
晨 6 时开始，政府军从三个方向
攻入老城中心区。

老城中心区位于摩苏尔西城
心脏地带。政府军日前解放了位
于老城中心区入口的区域，并在
老城中心区周边构筑阵地、部署
兵力。

摩苏尔位于伊拉克首都巴格
达以北约 400 公里处，2014 年 6
月被“伊斯兰国”占领。2016 年
10 月，伊拉克政府军发起收复摩
苏尔的攻势，目前该城超过 95％
的区域已经被解放。

伊政府军向摩苏尔“伊斯兰国”
最后据点发起攻势

据新华社里斯本6月18日电
（记者章亚东 张柯） 葡萄牙内政
国务秘书若热·戈梅斯 18 日说，
在葡中部地区森林火灾中丧生的
人数已升至 57 人，另有 59 人受
伤。

火灾发生在中部城市大佩德
罗冈地区。森林大火开始于 17日
15 时左右，大火迅即向四方蔓
延，酿成重大火灾。

葡萄牙卢萨通讯社 18日援引
戈梅斯的话说，在 57名死者中有
18 人死于自家车内，当时他们正

行驶在大火肆虐的地区公路上，
另有 3 人死于烟雾导致的窒息，
部分伤者已被送往附近城市医院
救治。

据报道，目前有 1000多名消
防员和 470 多辆消防车仍在现场
灭火。

葡萄牙总统德索萨 17日夜间
抵达现场指挥救援，对遇难者表
示哀悼，并对受伤人员进行慰问。

葡萄牙警方说，雷电击中大
树导致了此次大火发生，警方已
找到被雷电击中的大树。

葡萄牙森林火灾
死亡人数上升至57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