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姚高商务大厦前期物业管理服务以公开招标方式选
聘物业服务企业。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1、招标单位：宁波高商置业有限公司；
2、项目概况：
名称：姚高商务大厦前期物业管理服务；
类型：办公；
总建筑面积：77652.9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为

59613.79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为18039.12平方米）；
位置：高桥镇高峰村。
3、投标对象：取得物业管理二级及以上（含二级）资

质证书的物业服务企业。
4、报名日期：投标申请人请于 2017年 9月 20日上午

8：30－10：30，携以下资料到海曙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报
名（其余时间不予受理）：（1）投标申请书；（2）物业管理资
质证书（复印件）和营业执照（复印件）；（3）企业概况；（4）
拟派出的项目负责人简历、学历（大专及以上）、信用证明、
业绩等证明材料，曾以拟定项目经理身份参加前期物业管
理招投标且目前尚任中标项目前期阶段项目经理的，不得
再拟任本项目的项目经理；（5）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的，

需提交授权委托书；（6）投标承诺书；（7）本市行政区域外的
物业企业参加报名时需提交《外地物业服务企业进甬登记备
案表》；（8）获招标人推荐的需提交招标人出具的推荐书。（9）
投标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不得为失信被
执行人。招标单位对投标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
负责人失信信息进行现场查询（具体以报名当天“信用中国”
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为准），若为失信被执行人
的，则否决其报名。若在报名当天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无法
查询且一时无法恢复的，可在报名截止三天内对资格预审合
格的投标单位进行事后查询，如资格预审合格的投标单位为
失信被执行人的，则取消资格预审合格资格，若合格投标人
不足三家，则重新招标。（10）经现场资格预审合格的投标单
位现场向区物业招标办提交壹万元投标保证金。所有复印件
材料（除第9、10项外）加盖企业公章，原件备查。

若投标单位超过 5家，则由公证人员监督、招标单位抽
签决定不多于5家物业服务企业竞标。

5、联系人：金老师
联系地址：宁波市海曙区府桥街15号（恒隆中心副楼3楼）
联系电话：0574-87164633

关于姚高商务大厦前期物业管理服务招标公告

遗失宁波都市房产开发
有限公司 2014年 4月 23日开
具的购房首付款发票一份，
发票号码 00263837，发票代
码 233021396040， 金 额
574500 元，位于宁波中心兰
园 C1-8 3#1401，211.68 平
方米，声明作废。 吴旭鸣

遗失税 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税 号 330227695074224，
发证日期 2009年 10月 22日，
发证机关：宁波市鄞州地方
税务局，声明作废。宁波浙仑
海外旅行社有限公司宋诏桥
门市部

遗失房产证，房屋坐落：
北仑区新碶牡丹小区 47 幢
902室，甬房权证仑（开）字第
2008802825号，声明作废。

吴瑛

遗失出 生 证 明 ，号 码 ：
H330208320，声明作废。

吴辰宇
遗失全 套 正 本 提 单 一

份 ， 船 名 航 次 ： APL
SOUTHAMPTON
V.235GF，提 单 号 ：EG-
LV143789130505，箱 号 ：EI-
TU1235575，声明作废。宁波
联洋船务有限公司

遗失由德翔航运有限公
司签发的三正三副全套正副
本 提 单 ， 提 单 号 ：
741700074549 （XGNB-
PQC9917),船名航次：CLE-
MENS SCHULTE
V.1705W, 箱 号 ： TS-
LU0502950，声明作废。深圳
市摩斯兰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副
本，代码：69506367-2，声明
作废。宁波市鄞州超杰制冷
设备有限公司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J330533213，声明作废。

闫志广
遗 失 残 疾 证 ，号 码 ：

33020419591002003144，声明
作废。陈金伟

遗失宁波市江东区明楼
林小姐咖啡店的食品卫生许
可证副本一份，许可证编号：
JY23302040103432，声 明 作
废。宁波江东明楼林小姐咖
啡店

遗失宁波市海曙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 2017年 4月 24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
本 ， 注 册 号 ：
92330203MA2906JQ9K，声明
作废。阿婷小吃店

遗失营 业 执 照 副 本 壹
份 ， 注 册 号
92330205MA28YEL131，经营
者：范祖建，声明作废。宁波
市江北慈城范儿零食店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各壹
份，注册号：330205604037754，
经营者：方知华，声明作废。宁波
市江北慈城知华饲料店

遗失船公司全套正本提单一
份，提单号：COAU7054759850，
船 名 航 次: COSCO BEL-
GIUM 022W, 箱 号 ：
FCIU5065236, 声明作废。宁波
奥克斯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遗失宁波增值税普通发票
一份，号码：03169748，总金额：
359966元，声明作废。包红国

遗失浙江省医疗门诊收费
票据一张，票据号：3052014612，
声明作废。宁波市北仑区中医院

遗 失 电 工 证 ，证 号 ：
T330206199412083137，声 明 作
废。 郑冬冬。

房屋出租
我公司将坐落在曙光路 8

号原三江商业大楼（现为中信建
投证券公司营业部），一层二层
营业用房全部出租，建筑面积约
1400 余平方米。有意者可联系，
联 系 电 话 ： 88471208、
88471204，王先生，吴先生（每
逢星期六、星期日办公室无人）。

宁波市鄞州东南工贸有限
公司

遗失启事

下列日报下列日报发行部发行部均可受理均可受理
永寿发行站永寿发行站 永寿街永寿街22——88号号 8787279392279392

白杨发行站白杨发行站 白杨街白杨街2828--11号号 8714684487146844

青林湾发行站青林湾发行站 青林湾街青林湾街11号号 8703791087037910

民安发行站 民安路民安发行站 民安路248248号号 8737323587373235

春晓发行站春晓发行站 育兴街育兴街2727号号 8792946587929465

慈城发行站慈城发行站 竺巷东路竺巷东路3333号号 8759147587591475

接待处：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901号 电话：87682193
时间：周一至周五 上午９00—1100 下午1400—1730

丽园发行站丽园发行站 薛家南路薛家南路8888弄弄2020号号 8818589388185893
宋诏桥发行站宋诏桥发行站 宋诏桥路宋诏桥路55号号 8784228987842289
高新发行站高新发行站 海棠路海棠路9494号号 8791222987912229
江北发行站江北发行站 生宝路生宝路7070号号 8767600587676005
鄞东发行站鄞东发行站 四明中路四明中路9393号号 8811706188117061
鄞西发行站鄞西发行站 鄞县大道西段鄞县大道西段834834号号 8825479888254798

微信号NBRBXXGC

公告启事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市轨道交通4号线工程谢家主变电所建安工程

总承包已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15】445号文
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
自筹，项目出资比例为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
工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公告）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核发的电

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且具有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或
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核发的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叁级及以
上资质；如为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牵头人须具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门核发的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以上资质均不含临
时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具体内容
详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3.2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遵守下列要求：
（1）联合体各方应按招标文件提供的格式签订联合体协议书，明

确联合体牵头人和各方权利义务；
（2）由同一专业的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按照资质较低的单位确定

资质等级；
（3）联合体各方只能参加一个联合体进行投标，联合体各方不得

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或参加其他联合体在本项目中投标；

（4）需要投标人签字或盖章的，均由联合体牵头人负责，其他成员
承担连带责任。

3.3各投标人均可就上述标段进行投标。
3.4资格审查：采用资格后审。
4.招标文件的获取（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公告）
5.投标保证金
5.1投标保证金的金额：不少于人民币80万元整。
5.2投标保证金的形式、缴纳方式及截止时间（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网公告）
6.投标文件的递交
6.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17年10月

13日9时30分，地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指定开标室（宁波市鄞
州区宁穿路1901号市行政服务中心四楼），具体受理场所安排详见大厅
指示屏。

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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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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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宁波日报上

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代理人：宁波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工
电话：0574-87179297

宁波市轨道交通4号线工程谢家主变电所建安工程总承包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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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联合国 9 月 11 日电
（记者王建刚 尚绪谦） 联合国安
理 会 11 日 一 致 通 过 第 2375 号 决
议，决定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决
议同时重申维护朝鲜半岛和东北亚
和平与稳定，呼吁以外交和政治方
式和平解决问题。

根据这份决议，国际社会将减
少对朝鲜的石油供应，禁止朝鲜纺
织品出口以及禁止朝鲜海外务工人
员向国内汇款等，以最大限度遏制
其核武器和导弹计划。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结一在
决议表决后表示，中方一贯坚持实
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坚持维护半岛
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
问题。第 2375 号决议体现了上述

“三个坚持”原则，表明了国际社
会反对朝鲜发展核和弹道导弹能
力、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一致
立场。中方敦促朝方正视国际社会
要求朝方停止核导开发的愿望和意
志，切实遵守和执行安理会决议，
不再进行核导试验，切实回到无核
化轨道。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
发言时表示，安理会成员国应当继
续寻找朝核危机的外交解决办法。

他敦促安理会认真考虑俄中两国提
出的关于和平解决朝核危机的倡
议。

涅边贾同时强调：“俄罗斯不
承认朝鲜争取核大国地位的诉求，
并支持联合国安理会所有关于要求
平壤停止其导弹计划的决议，以实
现朝鲜半岛无核化。”

针对朝鲜 9 月 3 日进行的第六
次核试验，美国在次日向安理会成
员散发了制裁朝鲜的决议草案，供
安 理 会 15 个 成 员 国 讨 论 。 这 是
2006 年以来联合国安理会第九次
通过针对朝鲜核导计划的制裁决
议。

今年 7 月 4 日，中俄就朝鲜半
岛问题发表联合声明。双方以中
方提出的并行推进半岛无核化和
建立半岛和平机制“双轨并行”
思路、朝鲜暂停核导活动、美韩
暂停大规模军演的“双暂停”倡
议和俄方提出的分步走设想为基
础，制定了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

“路线图”。
新华社北京 9月 12日电 外

交部发言人耿爽 12 日就联合国安
理会通过第2375号决议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美国东部时间 9月

11 日，联合国安理会就朝鲜核试
问题一致通过第 2375 号决议。中
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朝鲜不顾国际社会普
遍反对，再次进行核试验，严重违
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中方赞同安
理会就此采取必要措施。9 月 11
日，安理会一致通过第 2375 号决
议，反映了安理会成员维护半岛及
地区和平稳定、推进半岛无核化进
程及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一致
立场。决议同时重申维护朝鲜半岛
和东北亚和平与稳定，呼吁以外交
和政治方式和平解决问题，支持恢
复六方会谈，并且强调有关各方应
当采取措施降低半岛紧张局势等。
中方希望第 2375 号决议的内容得
到全面、完整执行。

耿爽表示，作为朝鲜半岛的近
邻，中方密切关注半岛局势发展。
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坚持维护半
岛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
决问题是中方处理朝核问题，包括
参与安理会审议时一贯秉持的立
场。要解决半岛问题，有关各方均
应承担起应有责任，发挥应有作
用，切实采取措施缓和半岛紧张局
势，重启对话谈判。朝鲜应遵守联

合国安理会决议，尊重国际社会普
遍呼声，不再继续推进核导开发。
美国、韩国等方面也应避免采取使
局势进一步复杂化的行动。半岛问
题必须和平解决，军事解决没有出
路，中方决不允许半岛生战生乱。

耿爽说，中方提出的“双暂
停”倡议和“双轨并行”思路是解
决半岛问题的现实可行出路，我们
呼吁有关各方给予积极考虑，同中
方一道坚持推动对话协商，为推动
半岛无核化进程，实现半岛和平稳
定作出努力。

耿爽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
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这一
举措严重损害中国和本地区其他国
家的战略安全，同时也冲击了各方
在半岛问题上的信任与合作。既无
助于推进半岛无核化，也不利于维
护半岛长远稳定。

安理会通过
针对朝鲜的严厉制裁决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中方赞同安理会就此采取必要措施

新华社北京9月12日电
记者 邵杰

埃及一支安全巡逻队 11 日在
西奈半岛遭恐怖分子袭击，事件造
成 18 名警察和平民死亡、5 人受
伤。联合国安理会当天发表媒体声
明，强烈谴责这起恐袭事件。极端
组织“伊斯兰国”宣称这起恐袭事
件是其所为。

这是“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
叙利亚境内接连遭受挫败、丧失大
部分地盘以来，在中东地区发动的
最严重恐袭之一。这次恐袭在一定
程度上透露了这一极端组织的活动
新动向，同时也再次显示进一步加
强国际反恐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
性。

西奈半岛位于埃及东部，气候
干燥，地貌以沙漠、戈壁和岩石丘
陵为主，地广人稀，严酷的自然环
境培养了当地游牧部落坚韧好战的
性格，他们容易受极端思想影响。

西奈半岛在 1967 年中东战争
中被以色列占领，1982 年被归还
埃及。在此期间，当地部落武装成
为反抗以色列占领的重要力量。巴
勒斯坦地区爆发反以武装斗争之
后，西奈半岛又成为向巴勒斯坦武
装组织偷运武器的通道和战略后
方。根据埃及同以色列达成的协
议，埃及政府在西奈半岛的驻军规
模受到限制。这些因素为当地武装
势力的兴起和长期存在提供了条
件，其中包括少数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2014 年在伊拉克
和叙利亚崛起后，活跃在西奈半岛
的极端组织立即宣布效忠“伊斯兰
国”并成立“西奈分支”，成为

“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之

外成立最早和最大的分支。
“西奈分支”多次在西奈半岛和

埃及其他地方制造恐袭，如 2015年
10月底发生的俄罗斯客机遭袭案、
去年年底以来发生的多起埃及科普
特基督徒遭袭案等，但类似本月 11
日这起直接针对安全部队的严重袭
击事件相当罕见，从中可以看出“伊
斯兰国”的活动新动向。

首先，“伊斯兰国”近来在伊
拉克和叙利亚境内接连遭受挫败，
特别是伊拉克北部最大城市摩苏尔
被政府军收复，在叙利亚境内的重
要据点拉卡和代尔祖尔也即将失
守。面临困境的“伊斯兰国”，急
于通过这类严重恐怖袭击来提振士
气和恢复影响。

其次，“伊斯兰国”丧失其在
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大部分地盘之
后，分布在中东其他国家的分支和
人员不大可能重返伊叙两国以“收
复失地”，而是选择就近开展恐怖

活动。这意味着“伊斯兰国”在
“碎片化”的同时，在中东地区
“本土化”和“内向化”趋势也将
更加明显。

再次，这次袭击经过预先策划
和准备。据当地媒体报道，恐怖分
子在政府安全巡逻队经过时，引爆
了安置在路边的汽车炸弹，随后向
巡逻队开火，并对前来支援的安全
部队和救护车辆进行伏击。在袭击
结束后，“伊斯兰国”通过媒体公布
袭击消息，以显示该组织的通信指
挥能力，并取得一定的宣传效果。

西奈半岛严酷、复杂的自然环
境，使得恐怖分子易于藏匿，也对
安全部队清剿恐怖分子构成障碍。
但是，如果没有来自外部的武器、
食品和资金等支持，恐怖分子很难
在当地生存下去。如果国际社会加
强合作，切断这些恐怖分子的外
援，就能够为铲除他们创造有利条
件。

西奈恐袭显示“伊斯兰国”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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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 （库
区） 计划于本月 25 日举行独立
公投。伊拉克政府对此坚决反
对 ， 强 调 独 立 公 投 “ 违 反 宪
法”，不会承认公投结果。伊拉
克国民议会 12 日通过决议，反
对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 （库区）
将于 9 月 25 日举行的独立公投。
由于库尔德问题牵涉中东地区多
个国家，公投将给错综复杂的地
区形势增添新的变数，可能带来
动荡乃至战乱。

举行公投的地区包括库区三
个省份杜胡克、埃尔比勒、苏莱
曼尼亚以及由库尔德人控制的基
尔库克省，约占伊拉克领土面积
的五分之一，是伊拉克主要的石
油产区。伊拉克境内约有 500万
库尔德人，另有大约 2500 万库
尔德人主要分布在土耳其、伊朗
和叙利亚等周边国家。这些国家
也一致反对伊拉克库区举行独立
公投。伊朗媒体 11 日报道，伊
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高级军事
助理萨法维少将警告说，伊拉克
库区公投是中东地区一场新的危
机，将引发战争和长期动荡，使
中东碎片化，并为外部势力进一
步插手和控制中东提供机会。

如果伊拉克库区不顾各方反
对，强行按照计划举行独立公
投，进而寻求真正独立，可能引
发连锁反应。

首先，公投将进一步冲击中
东地区脆弱的政治版图。中东现
有政治版图是在 20 世纪初奥斯
曼帝国崩溃和西方列强瓜分势力
范围的背景下形成的，中东地区
人民的意愿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此后，虽然发生以色列建国、叙
利亚和埃及短暂合并、海湾诸国
独立等一连串历史事件，但中东
政治版图没有发生重大改变。

但是，一旦伊拉克库区真正独
立，其影响将超过上述历史事件。
因为这将引发连锁反应，不仅加速
土耳其、伊朗和叙利亚境内库尔德
人寻求独立的步伐，而且进一步削
弱中东地区其他多民族、多教派国
家民众的国家认同感，甚至可能使
中东现有政治版图分崩离析。这也
是伊拉克库区独立公投遭到周边所
有国家反对的主要原因。

其次，公投将进一步加剧中东
地区的紧张局势，可能让遭受挫败
的恐怖和极端势力卷土重来。极端
组织“伊斯兰国”2014 年曾在库
尔德人聚居的伊拉克北部和叙利亚
北部占据大片地区，这绝非偶然。
在这些地方，中央政府的控制相对
薄弱，而民族、教派矛盾异常尖
锐，这给“伊斯兰国”留下可乘之
机。

如果库区举行独立公投，将会
让在那里生活居住的许多逊尼派阿
拉伯人感到恐慌，其中一些人曾经
是前萨达姆政权的坚定支持者，在
萨达姆政权倒台后又成为恐怖组织
的同情者。这些阿拉伯人将寻求外
部干预甚至借助恐怖组织来挫败库
尔德人的独立图谋。此外，在库区
生活的什叶派阿拉伯人和土库曼人
也未必支持独立。

再次，公投将进一步激化库区
内部派系矛盾。伊拉克北部库尔德
人分属不同派系，其中最大的两个
派系分别由巴尔扎尼家族和塔拉巴
尼家族领导。两派拥有各自的政党
与武装，多次为争夺库区控制权而发
生火并。一旦库区实现独立，那么这
两大派系之间的矛盾可能激化，甚至
再次兵戎相见。周边国家为了阻止
和破坏伊拉克库尔德人独立，也会
千方百计让库尔德内战长期化。

对于伊拉克库尔德人来说，强
行举行独立公投未必符合他们的长
期利益，更可能打开“潘多拉魔
盒”，恶化库区和中东局势，这也
是国际社会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伊拉克库区独立公投
恐打开“潘多拉魔盒”

9月10日，在古巴哈瓦那，人们在积水的街道上行走。古巴国家电
视台 11 日报道说，至少 10 人死于飓风“艾尔玛”。8 日至 10 日，飓风

“艾尔玛”袭击古巴中西部地区，强降雨导致古巴不少房屋倒塌被淹，
电力和旅游设施受损严重，上百万民众被疏散。 （新华社/美联）

飓风致古巴至少10人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