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市交通警察局江东大队和机动大队

业务用房项目变配电备采购与相关服务已由宁波市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函[2012]53 号文件批准建
设，项目业主为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建设资金来自
市财政安排 8500万元，市财力安排 2192.14万元，项目出
资比例为 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变
配电设备采购与相关服务进行公开招标。

２.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位于鄞州区，南临建兴西路，西至邹家河，

东侧与福海花园小区毗邻，北侧与周宿渡变电所毗邻。
规模：总建筑面积12314.85平方米。
项目总投资：10692.14万元。
招标控制价：品目一：人民币 3388700元；品目二：人

民币1140000元。
计划工期：接业主书面通知后一个月内交货（且须满

足工程进度需求）。
招标范围：品目一：干式变压器、高压双层开关柜、低

压柜、直流屏等设备选型、供应、调试、验收和售后服务等
内容；

品目二：环网柜等设备选型、供应、调试、验收和售后
服务等内容。

标段划分：2个品目。各投标人均可就1个或2个品目投
标，允许投标人中1个或2个品目。

质量要求：按国家和行业验收规范一次性验收合格。
安全要求：合格。
３.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资格要求
3.1.1投标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
3.1.2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
品目一：

（1）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有高、低压开关柜设备供
应能力的制造商或代理商。如代理商投标的，投标人还需
提供高、低压开关柜设备制造商针对本项目的唯一授权
书原件；

（2）所投高压开关柜、低压开关柜、变压器具有国家
权威机构出具的型式试验报告和3C认证报告（提供复印
件加盖制造商公章）。

品目二：
（1）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有所投SM6环网柜设备供

应能力的制造商或代理商。如代理商投标的，投标人还需
提供SM6环网柜设备制造商针对本项目的授权书原件；

（2）制造商具有 SM6 环网柜的型式试验报告（提供
复印件加盖制造商公章）。

3.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其他要求：

（1）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无不良行为记录（不良行
为记录界定的范围为：国家、浙江省、宁波市相关行政主
管部门通报停止投标活动且处在被停止投标期间内）。

（2）2012年 7月 1日至今，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经
宁波市人民检察院查询无行贿犯罪记录。投标人应在招
标文件下载截止时间前，将招标文件最后一页《检察院查
询申请函》填写完整并盖单位公章【附投标人的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已
办理五证合一的无须提供）复印件】交至（或快递至）招标
代理人。若投标人逾期未提交的，视为放弃投标，其投标
将不予受理。

（3）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不得为失信被执行人。招
标代理人对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失信信息进行查询

（具体以开标当天“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
cn查询为准），若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则否决其投标。若在
开标当天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无法查询且一时无法恢复
的，可在中标公示期间对中标候选人进行事后查询，如中
标候选人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则取消中标候选人资格，本
项目重新招标。

3.4投标人对招标文件异议截止时间：2017年 7月 20
日16时。

3.5检查院查询时间自2012年7月1日至2017年8月
8日。

４.招标（资格预审）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7年7月14日到2017
年8月3日16时（以下载时间为准），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网站（http://www.bidding.gov.cn）下载招标（资格
预审）文件。

4.2 如为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所有成员均需办理
《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证》，并由联合体牵头单位购买招
标文件，同时在系统内登记联合体所有成员完整的单位
名称。

4.3招标（资格预审）文件下载费用300元。
4.4如有补充的招标（资格预审）文件请关注本网站，

自行下载，不另行提供纸质版补充文件。
4.5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招标（资格预审）文件，有

意参加投标的交易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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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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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机构
联系。

5.投标保证金
5.1 形式①：银行电汇或银行汇票直接缴入以下账

户。

形式②：保险保单

保险保单出具单位：宁波市建设工程综合保险服务中
心

形式③：银行保函
银行保函应由宁波大市范围内的银行出具，银行保函

须采用招标文件提供的格式，用在投标有效期保持有效，招
标人如按规定延长了投标有效期，则保函有效期也顺应延
长。

5.2保证金到账截止日期：2017年8月3日16时（北京时
间，以资金到账时间或保险保单出具时间或银行保函出具
时间为准），退还时间详见示范文本“投标人须知”第 3.6.7
条款（保险保单、银行保函形式不予退还）。咨询电话：0574-
87861127（中国银行）；0574-87011318、87011280（宁波市建
设工程综合保险服务中心）。

6.投标（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递交
6.1 投 标（资 格 预 审 申 请）文 件 递 交 的 截 止 时 间 为

2017 年 8 月 8 日 9 时 30 分，地点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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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受理
场所详见当日公告栏）。

6.2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资格预审
申请）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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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www.bidding.gov.cn）、中国宁波网（www.cnnb.com.cn）、宁
波日报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地址：宁波市兴宁路48号
联系人：王斌
电话：0574-81981297
招标代理机构：宁波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江东区世纪大道北段 555 号名汇东方大厦 19 楼

1916室
联系人：李莺
电话：0574-87321998
传真：0574-87312175

宁波市交通警察局江东大队和机动大队业务用房项目变配电设备采购与相关服务招标公告

标段号

1

2

金额
(元整)

50000

20000

形式

银行
缴纳

银行
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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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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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
市科技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
市科技支行

银行账号

374071308141

374066919328

7月24日 星期一 海曙 阳光大酒店居民
用户、公共管理中心（9:00-16:00）；高桥八方彩
印（7:00-16:00）；鄞江镇:它山堰村、凤凰新村、定
山桥、悬慈新村、芸峰村、惠江村、人民政府、盛尔
捷脚手架、杰杰电镀、地方税务局、房地产管理
处、盛龙特种水产养殖、亚隆置业、消防大队、澄
浪渔业养殖、芸峰、卧心牧场、逸园垂钓休闲、东
兴村经济合作社、它山堰村、悬慈村、鸿溪休闲农
庄、三江建材、青青电器、解放军91100部队、卖柴
岙水库、卖柴岙水库发电、晖禾塑胶、它山堰文化
旅游、百威英博啤酒、开开太空水配电站（7:00-
16:00）江北 慈城信杰电缆桥架公司（8：00-16：
30）杭湾 管理委员会、吉俱泰汽车内饰、超视
界光电科技、中国铁塔宁波分公司、善水水处理
管理服务（湿地）、管理委员会（污水泵站）、慈溪
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联城电镀、协诚工贸、和合
制衣、三联经编、火电建设送变电分公司、全盛
壳体、沥高复合材料、金业汽车部件、宏通电子
科技、闸口变（8：30-10：30）

7月 25日 星期二 海曙 高桥镇：合心
村、望江村、长乐村、永发光仪铸造、博美手袋、
长乐村经济合作社、鑫烨自控设备制造、光明
五金工具、华锐机械配件、鸿昌塑料制品、瑞泽
塑业、港仕纺织、古唐工艺品、精超塑料制造、
黎鑫五金塑料仪器、夏达塑料机械、申扬日用
品、铭盛旅游用品、华帝服装、协和工业缝纫机
零件、春利机械配件、水利建设投资发展、明达
针织、甬上物业、望春四季苑、力邦工具、泊美电
器、宝捷龙消防设备、博日机械、翔宏工贸、阳明
学校、玖隆生鲜冷链配送、雅达工艺制品、人民政
府、清沁家园、中邦门窗、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新村建设办公室、轨道交通派出所等短时停电（7:
00-16:00）；长乐村乐园别墅、博日机械（7:00-
15:00）；鉴盛织造、茂海电子、长乐城综、三联压
铸、西兴机械制造、海钢机械、峰乾机械、甬兴铝
合金型材、天一线缆（7:00-14:00）；石塘村边邵
家；横街镇凤林村洞桥北(6:30-17:00) 江北 下
沈村一带、洪塘村一带（7：30-16：00）；龚冯村
郑家一带、黄山村后郑一带（8:00-16:30）

7月26日 星期三 海曙 高桥石塘村南
（7:00-12:00）；集士港卖面桥村长埭屋(06:

30-17:00) 江北 西草马路 283 号、西草马路
283弄一带（8：00-16：30）；慈城五湖村、新联
谢王庙一带（8:00-16:30）

7 月 27 日 星期四 海曙 高桥镇:路灯
6#、城市排水岐阳新农村小区、沪光、江诺建
材、成隆装饰防水材料、华宁土石料、第二砩
矿、江诺建材、祥瑞气动工具、甬兴光电、华
旭自保温墙体材料、监狱、供电公司、国宏建
材、现代建筑材料、歧阳大湾山采石场、东兴
沥青制品、同道塑胶、应氏环球建材、君勤矿
山复绿工程队、祥田气动工具、万荣涂料（6:
00-17:00）；石碶村张家、江南人家、雅源泵
站、水利局、利众新村、雅源小区、碧水华庭

（7:30-16:30）；卖面桥村朱家北(6:30-17:00)
江北 费市村、洪家村、鞍山村、胡家村一带

（7:30-16:00）；慈城赛特威尔、高新园区污水
泵站（8:00-16:30）

7月 28日 星期五 海曙 林彬塑胶、晨
达液压机械、城综集士港、四通印刷、煜隆工
具、晶辉工艺品、筠岗五金制造、宏发工艺
品、佳晟工艺品（7:00-14:00）；龙观乡:后隆沈
家庄、永顺淬火(7:00-16:00)；高桥岐湖村三
过(6:30-17:00)；横街朱敏村狮声(6:30-17:
00) 江北 慈城毛岙村、毛力村一带（8:00-16:30）

取消：7月 19日 星期三 海曙 长乐村
乐园别墅、博日机械（7:00-15:00）

7月20日 星期四 海曙 高桥镇:鉴盛织
造、茂海电子、长乐城综、三联压铸、西兴机
械制造、海钢机械、峰乾机械、甬兴铝合金型
材、天一线缆（7:00-14:00）

增加：7月 17日 星期一 杭湾 闸口变
（8:30-16:30）

7月18日 星期二 江北 慈城民丰村、龚冯
村（除郑家）、黄山村（除后郑）、双顶山村、三勤村、
王家坝村、洪陈村一带，鑫华彩钢、乍山焊割、优
耐特电子、路灯用电、和丰米业、民丰村经济合作
社、慈江大闸、安定排涝站、双菱纸木、黄山排涝

站、天顺不锈钢、富岭采石场、万锦水泥、依维爱橡
塑、捷浩不锈钢软管、永林拉丝网、日月拉丝、恒立
金属制品、龚冯村排涝站、永兴金属；安定排涝站、
黄山2号排涝站、四自建设黄山泵站、人民政府黄山
安置房、气焊工具厂、黄山粮站、集昌工贸、麒麟纸
业、祥瑞金属制品、金马不锈钢、禾田刀片、明江海
绵、起道机厂、乍山合金拉丝、意耐特阀门、黄山种
牧场、路灯用电4号、黄山村敬老院、试宇锁业、黄山
村排涝站、利达五金制品、谢浪闸、求精拉丝、永亨
铜制品、海罗锁业上午有两次短时停电（8：00-12：
30）杭湾 丰之园农业科技、虹桥村 12号台区、
华星钢构股份（6:00-12:30）

7月19日 星期三 海曙 古林镇:捷达汽车
零部件、超洲电器科技、市政公用管理处、又盛服
饰、克洛雅塑业、永楠聚氨酯、巨鹏防护用品、兄
弟印刷、建顺金属制品、嘉宏塑料制品、鑫驰塑料
制品、繁利机械、实达物资回收、迎凤食品、亨利
达塑业、海联电器、杰利工业、丹维思制衣、陈横
楼经济合作社、兴通钢管、鄞工缝纫机、藕池村、
普兰帝旅游用品、惠多织造、应发鼎艺、纤真服
饰、宁丰食品加工、培垒达机电工程、苗瑞服饰、
华富石材工艺、神乐诚信电工合金、欧特家居、亿
美印务、华尔电器制造、佳璐印务、高铭金属制
品、礼嘉桥村方家耷（7:00-17:30）（注:藕池小区、
绿荷苑小区、天地小区、芳草苑、海曙长三角工贸、
迪灵电子、晶晶服饰、雷神电子科技、中北汽车客
运、深波建筑装饰、工程学院、礼嘉桥、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海经纬有短时停电一次。请金湖置业、郡
雅苑小区物业电工在5:00-7:00之前把专变负荷
倒至永久A479线上。另外在9:00-11:00之间金湖
置业、郡雅苑小区又有短时停电一次）

7月 21日 星期五 杭湾 华兴村 2 号台区
（6:00-13:00）

7 月 22 日 星期六 杭湾 庵东镇人民政
府、人和机械轴承、庵东银都商厦、庵东17、33、30
号台区、农药化工有限公司、华表机械、华表五金
厂、宏兴村经济合作社、中农贸市场经营服务中
心、宏兴村20、21、22、23号台区（5:30-12:00）

7月 23日 星期日 杭湾 路湾村 4、7 号台
区（6：00-12:00）

宁波供电公司 网址：95598.zj.sgcc.com.cn

计划停电预告

遗失中营巷 28 号，编

号：浙甬 10013- 1209，私

有住宅拆迁直接安置协

议，住宅直接安置拆迁补

偿资金核算单各一份，声

明作废。 张际安

遗失赫伯罗特提单一

份 ，航 名 航 次 ：SANTA-

CLARA/724E, 提 单 号 ：

HLCUNG11706BLYL8,

声明作废。

宁波中远海运物流有

限公司国际货运代理分公

司

遗失浙江省出生医学

证明（F330334848），声明

作废。

周学成

遗失雷诺斯国际货运

代理（上海）有限公司宁波

分公司正本货运提单一式

三 份 ，提 单 号 NGB-

HSE-1706-0926，船名航

次 ：ESSEN EXPRESS

V.019W, 集 装 箱 号 ：

CAIU8205502/

UASC4955318，签 发 日

期 ：30- JUN-2017，声明

作废。

雷诺斯国际货运代理

（上海）有限公司宁波分公

司

遗失残疾证一本，残疾

证 号 ：

33020419631007001363， 声

明作废。

房惠光

遗 失《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编号：0330316300，姓

名：韦少钊，男，出生时间

2015 年 2 月 24 日 ，声 明 作

废。

韦少钊

遗失单份式手工仟元税

务 发 票 ， 代 码 ：

133021113733， 号 码 ：

00472071-00472085，声明作

废

宁波大榭开发区嘉悦宾

馆

遗失财务章一枚，编号：
3302820043374，声明作废。

慈溪市海腾机械设备有
限公司

遗失法人章（张海中）一
枚，声明作废。

慈溪市海腾机械设备有
限公司

注销公告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
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
手续，特此公告。

宁波惠投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注销公告

经股东决定，本公司决定
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并
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手
续，特此公告。

宁波新杰特种装备科技
有限公司

遗失启事 公告启事

下列日报下列日报发行部发行部均可受理均可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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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入伏以来，全国多地陷
入持续“蒸烤模式”，多个部委和
地方政府出台防暑降温措施应
对，尤其要求高温津贴要发放到
位。但是，一些地方在政策落实上
还不到位，部分户外劳动者表示
并未拿到高温津贴，有的地方高
温津贴标准多年不变。专家建议，
对于高温津贴落实，需加大监督
检查力度，督促用人单位落实防
暑降温的主体责任。同时，要加强
对劳动者的政策宣传，提高他们
的维权意识。

据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
记者 吴书光 赵小帅 袁慧晶

多地发文应对高温天气

根据 2012年出台的《防暑降温
措施管理办法》，用人单位安排劳动
者在 35℃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
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
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 33℃以下
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

从7月3日起，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对用人单位是否遵守高温津贴
规定等内容开展专项检查。与此同
时，河北、福建、天津以及哈尔滨、济
南等地均下发通知要求做好高温天
气防范应对工作。

记者采访发现，由于我国各地
气候条件差异较大，因此，高温津贴
发放的时间、周期、标准并不统一。

在发放时间上，多数省份是在
6月至 8月或 9月之间，海南则是从
4 月至 10 月，福建是从 5 月至 9 月，
其间均可发放高温津贴。在发放周
期上，有的是按月发放，有的按日计
算发放，而河北省则按照小时计算。
此外，多数地方的发放标准是每月
200 多元，广东为每月 150 元，最高
的是天津，每月630多元。

河北近期宣布，调整夏季高温
津贴试行标准，即从事室外露天作
业的劳动者每人每小时增加0.5元，
即由 1.5元调整为 2元；没有防暑降
温设备或有防暑降温设备但达不到
降低工作场所温度效果的室内劳动
者，每人每小时增加 0.5 元，即由 1
元调整为1.5元。

有的户外劳动者未拿
到津贴，有的地方标准多
年不变

记者采访发现，高温津贴不发
放的情况仍存在。在炎热的杭州地
铁6号线奥体中心施工现场，记者采
访 37岁的宁波人徐前，他负责现场
的挖掘机调度。6月份，他拿到了500
元的高温津贴。但是，在同样的工地
上，一些杂工却未领到高温津贴。贵
州人代群是工地的保洁清洁工，她
说并不知道高温津贴如何发放，目
前只有一天领到两瓶盐汽水降暑。

“什么叫高温津贴？没听说过。”
老段是北京前门大街上的一名保
安，每周工作7天，一个月拿3200元
的工钱。

记者在北京街头采访了数名建

筑工人、快递师傅、停车场管理员等
户外劳动者，他们中的很多人表示
没有拿到高温津贴。有的说不了解
相关政策，有的说知道政策却并不
敢向领导要。在北京西城区某停车
场，一位管理员说：“给不给还不是
老板说了算。”

不按时、不按标准发放高温津
贴的情况多年来一直存在。据了解，
2016 年夏天，在东部某个副省级城
市集中开展用人单位夏季防暑降温
政策法规执行情况的专项检查中，劳
动保障监察部门发现，有的单位高温
津贴没有随 6、7月份的工资一起发
放，而是要等到 9月份时集中发放；
有的单位不了解新的高温津贴发放
标准，仍然按照旧标准进行发放。

此外，记者调查了解到，一些地
区的高温津贴标准多年不变，未根
据当地的经济发展及天气情况进行
调整。

例如，广东现行的高温津贴标
准制订于2012年，每人每月150元。
事实上，早在 2007 年，广东便出台

《关于公布广东省高温津贴标准的
通知》：室外作业及高温作业人员每
人每月 150 元；非高温作业人员每
人每月 100 元。记者对比两个文件

发现，除了将室内外高温津贴标准
调至一致外，津贴标准始终停留在
最高150元的水平。

“10 年前买一瓶矿泉水五毛
钱，现在涨到两元钱。但高温津贴的
标准却一成不变，这不太合理。”广
东某国企员工柳女士说。记者了解
到，湖南现行高温津贴标准制订于
2005年，每人每月 150元；河南则执
行 2008 年制订的每人每工作日 10
元的高温津贴标准。

专家建议加强对重点
行业的监督，落实轮休和
缩短工作时间等规定

多年来，高温津贴的落实一直
是个难题。多名受访者认为，需加大
监督检查力度，督促用人单位落实
防暑降温的主体责任。同时，要加强
对劳动者的政策宣传，提高他们的
维权意识。

广东省社科院法律与治理现代
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黄硕说，有
关部门每年都会进行相关执法检
查，建筑、餐饮、快递等行业的问题
比较突出，应将这些行业作为重点
进行监督检查，严肃查处侵害劳动
者权益的违法行为。

有专家建议，应该健全、完善职
工高温津贴制度，及时适当调整高
温津贴标准，通过工会等协助劳动
者与企业平等协商，把高温天气劳
动保护等写进劳动合同。

黄硕表示，高温津贴标准如何
制订和调整，应当举办听证会，让更
多高温下的劳动者参与讨论，更好
地保护他们的权益。

此外，有专家提出，除了发放津
贴，还应科学调整高温下劳动者的
作息时间。按照《防暑降温措施管理
办法》要求，日最高气温在 35℃以
上、37℃以下时，企业应当采取换班
轮休等方式，缩短劳动者连续作业
时间，并且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
劳动者加班。但记者采访发现，仍有
很多工地为了赶工期，让工人顶着
烈日酷暑加班干活。

有的户外劳动者没拿到，有的地方多年标准不变

各地高温津贴落实仍有不足

新华社发“一成不变”

据新华社厦门 7 月 16 日电
（记者颜之宏） 暑运大幕拉开，各
地火车站人流量迅速增加，铁路
公安部门提醒乘客，在乘坐火车
时，尽量不要携带防晒喷雾等自
喷压力容器。

据 厦 门 铁 路 公 安 处 民 警 介
绍，自今年暑运以来，厦门站平
均每日接待客流量为3万至4万人
次，违禁品收缴也达到高峰。半
个月来，厦门铁路警方就在安检
时查获各类违禁品 2000多件，其
中发胶、防晒喷雾等易燃易爆气
罐类 1300 件、管制刀具 324 件、
钝器 378 件。易燃易爆气罐类占
比高达69％。

厦 门 铁 警 在 此 提 醒 广 大 旅
客，乘坐火车时，携带的指甲
油、染发剂容器不得超过 20 毫
升；携带的冷烫精、发胶、杀虫
剂、空气清新剂、防晒喷雾等自
喷压力容器不得超过120毫升。

据了解，厦门站和厦门北站
的全部安检设备目前都已启用，
由公安民警、安检人员组成的专
职安检队伍，通过“机检”和

“人检”相结合的方法，严卡进出
站通道，强化旅客人身和携带行
李“全覆盖”安检。厦门铁警提
醒，为了自身和他人安全，千万
不要抱侥幸心理，将危险品、违
禁品等携带进站。

铁路公安部门提醒：

防晒喷雾等自喷压力容器
携带标准不得超过120毫升

据新华社深圳 7 月 16 日电
（记者王丰） 日前，深圳市市场稽
查局破获了一起重大冒用公民身
份虚假登记企业的案件。根据追踪
调查，该案已查实涉案人员 60 多
名，涉嫌虚假登记的企业上千家。

案件现场查获了涉嫌虚假登
记的营业执照 55份、涉嫌非法倒
卖的居民身份证 14张以及大量的
银行卡、网银盾、数字证书、公
章、房屋租赁凭证、股权转让协

议和巨额增值税发票等，现场 9
人全部被公安部门带走。

据介绍，今年 5 月份，深圳
一“90 后”快递小哥向深圳市市
场稽查局举报称，其在今年 3 月
份遗失了身份证，后立即报警挂
失并补办。然而，一个半月后，
从未经商的他发现自己名下突然
有了 26家公司，且分布在深圳不
同区域，他分别在这些企业中担
任了股东、法人等职务。

深圳破获重大虚假登记企业案
涉案企业上千家

据新华社南京 7 月 16 日电
（记者陈刚 郑生竹） 16日4时左
右，江苏常熟虞山镇漕泾 2 区 74
幢发生火灾，造成 22 死 3 伤。经
公安部门调查取证，这是一起纵
火案，嫌疑人姜某某已被抓获。

16 日 4 时 29 分，常熟公安部
门接到群众报警，称虞山镇漕泾
新村二区 74 幢发生火灾。119 指
挥中心立即调集 14辆消防车，71
名消防官兵赶赴现场处置，5 时

28分大火被扑灭。
事发地为一处城市居民出租

商品房屋，系江苏四阿哥餐饮管
理有限公司租住的员工宿舍。起
火建筑为两层带阁楼砖混结构，
建筑面积约 200 平方米，过火面
积约 200 平方米。经调查核实，
事发时该房屋内共住有 29人。经
对现场彻底清理，确认死亡 22
人。3 位伤者均为轻伤，无生命
危险。

常熟“7·16”纵火案告破
嫌疑人已被抓获 火灾致22死3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