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工会章一枚，声明

作废。

宁波开发区联合物业

有限公司工会委员

遗失正本提单一套三

正二副（1632598） 船名航

次 ：SITC YOKKAICHI

V.1722S，提 单 号 SITGN-

BSB300461，声明作废。

乐清和鸿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

遗失“中铁十一局集团

有限公司甬台温铁路宁波

项目部”和“中铁十一局集

团有限公司甬台温铁路宁

波项目部财务专用章”两枚

印章，声明作废。中铁十一

局集团桥梁有限公司

遗失宁波江北万达广
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物业
保证金收据一张，收据台
头 ：金 仁 贤 ，收 据 号 ：
0002920，金 额 5000 元 ，声
明作废。 金仁贤

遗失正本提货单，船名
航 次 ：CMA CGM TI-
TAN/250ME,提单号：EG-
LV587700025224，箱 号 ：
MAGU2355909，收货人：嘉
兴市利富通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声明作废。宁波市
佳源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
号 码 ：甬 东 地 税 登 字
330204309049224 号 ，声 明
作废。宁波市鼎恒同进出口
有限公司

遗失财务章，声明作
废。宁波市镇海新源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

遗失开户许可证一本，编

号 J3320032764301，账 号

24020122000072268，声 明

作废。

宁波海曙卓誉商务信
息咨询有限公司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330478433，声明作废。

卢芮涵
遗失全套正本提单，船

名 航 次 ：KOTA CA-

RUM/V.0045W，提 单 号 ：

NGUU70332400，箱 号 ：

PCIU9171494,声明作废。

连云港轩亿进出口有
限公司

遗失宁波银行象山支

行开户许可证一本，核准

号：J3321001246303，声明作

废。

象山速通快递有限公司

遗失宁波市妇女儿童医
院 发 票 ，票 据 号 码 ：
1151647359，合 计 金 额 ：
5344.99元，声明作废。翁丽丽

遗失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余姚中心
支公司车牌号为浙 BL1731
道路承运人任责保单正本
一份，单证识别码为 AEO-
THA2013Z00，流 水 号 为
33021600122791，声明作废。

余姚市小曹娥镇滨海
小学

遗失中国平安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慈溪中心
支公司承运人任责保单正
本 一 份 ， 单 号 为
12904781900318973930，单
证 流 水 号 ：
PCA000002162900007511，
声明作废。

余姚市小曹娥镇滨海
小学

遗失中国人寿商业保
单 1 份 ， 保 单 号 ：
805072017330263000359，
流水号：1710018995，声明
作废。 王定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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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处接待处：：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901901号号 电话电话：：8768219387682193
时间时间：：周一至周五周一至周五 上午上午９９0000——11110000 下午下午14140000——171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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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信号微信号NBRBXXGCNBRBXXGC

遗失启事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市精神病院扩建工程已由宁波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16]352号文件批准建设，招标人为海
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由中央补助、省财政、市财
力及省、市福彩公益金共同解决，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项目已
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太阳能采购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址：位于宁波市精神病院现址东侧和南侧地块
招标控制价：1263278元
工期要求：满足总包方进度要求
招标范围：本项目太阳能热水系统的深化设计、供货、实施、

调试、检测、验收、技术培训、售后服务等
质量要求：按国家及行业相关验收规范验收合格，并配合总

承包单位创“甬江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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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投标产品的制造、供货能力的制造

商或代理商（代理商参加投标的必须有太阳能集热器制造商针
对本项目的唯一授权书）。

3.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各投标人均可就上述标段中的1个标段投标。
3.4投标人对招标文件异议截止时间：2017年11月22日16时。
3.5投标人须委派一名项目负责人。
3.6投标人、法定代表人及其项目负责人经宁波市人民检察

院查询近三年（2014年7月1日至今）无行贿犯罪记录。
投标人应在投标截止时间前，登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工程交易平台，进入《投标文件》上传模块，在项目负责人信息处
自行添加项目负责人。若投标人逾期未添加或未及时更新企业
相关信息的，视为自动放弃投标，其投标将被拒绝。

3.7投标人、法定代表人及其项目负责人不得为失信被执行人。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7年11月8日到2017年11月28

日16时（以下载时间为准），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下载招标文件。
4.2招标文件下载费用300元。
4.3如有补充的招标文件请关注本网站，自行下载，不另行提供

纸质版补充文件。
4.4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招标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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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投标保证金
5.1金额：人民币20000元整，可采用以下任何一种形式缴纳
形式①：银行电汇直接缴入以下账户

形式②：保险保单
保单出具单位：宁波市建设工程综合保险服务中心（具体承办单

位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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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保函需采用招

标文件专用条款提供的格式。
5.2保证金到账截止日期：2017年 11月 28日 16时（北京时间，以

资金到账时间或保险保单或银行保函出具时间为准）
6.投标文件的递交
6.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17年12月1日9时30分，地点

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中国宁

波网和宁波日报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海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浙江翔实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高新区新晖路155号东城国贸10楼
联系人：刘丹

宁波市精神病院扩建工程太阳能系统采购及安装项目招标公告

标段号

001

金额(元整)

20000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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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户银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科技支行

银行账号

362370738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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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13日电
记者 刘开雄 潘清 孙飞

近来，上海股民朱林军每天都
接到好几通电话，或要求加微信好
友，或邀请加入推荐股票的微信
群。朱林军加入了一个群，里边的

“老师”每天推荐的股票的确出现
了大幅上涨，这让他很心动。不过
很快，“老师”就向他提出了 3 个
月收费1.8万元的要求。

实际上，向朱林军荐股的“老
师”们很可能已经触犯了相关法
律。10 月，中国证券业协会最新
公布《非法仿冒证券公司、证券投
资咨询公司等机构黑名单》，曝光
了 228个非法仿冒机构网站、含有
非法内容的网页、博客等。中国证
监会也正在修改完善相关规章制
度，加强对非法推荐股票的监管。

特大网络股票诈骗案
受骗者超过3万人，涉案
金额超4亿元

对于朱林军来说，他是刚刚进
入圈套的边缘，不少股民则落入了
陷阱。据中国证监会披露，一位陕
西的投资者在购买了某荐股软件
后，又缴纳了 1.5 万元的“会员
费”，接受所谓的“荐股服务”。在
遭遇投资损失后，他被告知软件版
本不够高，需要再次缴纳 1.6 万元
升级费。此后，这位投资者再次缴
费升级，再次投资遇损，这些“老
师”们却电话停机，消失无踪。最
终，监管机构调查发现，此案受害
者较多，仅其中一个账户涉案金额
就有30多万元。

2016 年 11 月，深圳市公安机
关侦破一起特大网络股票诈骗案，
受骗人员超过 3 万人，涉案金额 4
亿元以上。据调查，犯罪嫌疑人以
虚假公司为掩护，通过代理商团队
发展客户，诱使客户用虚假行情软
件实施诈骗。涉案嫌疑公司位于新
西兰，其通过在境外架设服务器，
以所谓开发炒股软件，在中国境内
大肆发展代理商。

这些代理商组建团队并安排业
务员通过QQ互加好友的方式发展
客户，以学习炒股为名，拉拢客户
进入QQ群和视频直播间。代理商
成员根据分工扮演讲师、分析师、
客户等角色，对群内讲师的炒股技
术进行吹捧，诱骗客户。

传说中的“股神”到底是些什
么 人 ？ 据 监 管 部 门 有 关 人 士 介
绍，有的是专业的诈骗团伙，有
的是与市场“庄家”勾结、利用
股民“抬庄”的“托儿”，还有的
是专业投资咨询机构的营销人员
违规拉客户。业内人士说，有的
所谓“股神”甚至从来不炒股、
不看股票，就是把各种二手信息
拼拼凑凑。

同济大学财经研究所所长石建
勋表示，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交互
的时代，“黑嘴”较多地活跃在各
种论坛、股吧或博客中。随着上述
渠道逐渐受到监管，他们开始向微
信移动。因为这种“点对点”的社
交渠道比以往的传统渠道更具隐蔽
性。

揭荐股牟利的种种
“套路”

如果推荐的股票真的那么牛，

荐股的人为什么不自己炒股赚大钱
呢？记者调查发现，荐股牟利的手
段不外乎以下几种方式：

——推销“荐股软件”，以免
费使用的方式拉客户，随后就以升
级等各种名义，诱骗投资人购买软
件以便享受“荐股服务”。

——冒充正规券商或持牌机
构，从非法渠道获取公民个人信息，
通过电话、短信、邮件等方式拉拢投
资者上套。

——设立“牛股”公众号、微
博等吸引关注，在各种QQ群、微
信群，通过所谓的“专家”“老
师”指导，赚取高额“服务费”。

——性质恶劣的“荐股割韭
菜”。典型案例就是“汪建中操纵
证券市场案”。汪建中的手法就是
提前买入，逢低建仓，发布推荐报
告，再拉高股价抛出股票获利。

“现在的互联网荐股乱象层出
不穷。既有 QQ 群收费荐股，也有
私募微信群真假内幕消息满天飞，
更有各类无证网站荐股、电话骚扰
荐股。隐藏在其背后的，甚至可能
是怂恿散户抬庄、进而操纵股价从
中渔利的不可告人的动机。”武汉
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
登新说。

向公众推荐股票的合
法与非法界限何在？

我国刑法关于非法经营罪的相
关法律条文指出，未经国家有关主
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
或者保险业务的，或者非法从事资
金结算业务的。

“涉案金额达到 30万元或违法

所得达到 5 万元，就可以追诉。”中
国证监会打非局相关负责人指出，
按照刑法的标准，现在的非法荐股
行为绝大部分已经触犯了刑法。

获得中国证监会许可的持牌机
构，包括证券公司和证券投资咨询
公司，都可以在中国证监会、中国
证券业协会网站进行查询证实。中
国证监会机构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对于荐股行为，我国有明确法律法
规约束，不仅有持牌和从业资质的
要求，同时有对其在媒体上荐股的
专项规定。

目前，证监会正在针对较早出
台的一些条例进行修改完善，以适
应当前新传播形势下的监管需要。
在加强对持牌机构监管的同时，证
监会各派驻机构联合地方相关机
构，建立监测网络，并通过“黑白
名单”的方式及时曝光披露。

中国证券业协会等行业组织也
积极参与，持续曝光非法仿冒机构
网站，含有非法内容的网页、博客
等。

受访专家表示，可以对涉及
证券信息传播规模较大的各类群
进行技术监管，及时发现存在于
其中的违法违规现象。同时，此
类案件从发现线索到调查取证再
到依法处理，周期较长，且取证
难度较大，因此需要投资人提高
警惕，不信谣、不传谣，不盲目
跟风。

QQ、微信“牛股推荐”满天飞

神秘“股神”到底是何方神圣？

新一轮联合国气候变化会
议本月6日至17日在德国波恩
举行，为 2018 年完成 《巴黎
协定》 实施细则谈判奠定基
础。会场外，全球 25 个城市
市长 12 日在波恩先行承诺：
为抗击气候变化，2050 年之
前将使各自城市碳排放量净值
降为“零”。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沈敏） 据
汤森路透基金会资料，在“C40城
市 气 候 领 导 联 盟 ”（以 下 简 称
C40） 支持下，全球25个城市将在
2020 年前将各自抗击气候变化的
具体实施计划立法施行。按照规
划，2020 年各签约国碳排放量将
达到历史峰值，之后逐步下降。这
些城市分布于各大洲，从加纳的阿
克拉、英国的伦敦到巴西的里约热

内卢，共覆盖 1.5 亿人口。为了
2015 年达成的 《巴黎协定》 不成
一纸空文，这些城市将互相打气、
携手共进。

C40 是成立于 2005 年的全球
大城市促进节能减排、抗击气候变
化的城市间国际组织，北京、上
海、武汉等近 10 座中国城市已加
入该联盟。

C40将在德国政府协助下，为
开普敦、亚的斯亚贝巴、内罗毕等
非洲的 9座大城市提供援助，为其
制定长期环保计划，帮其实现《巴
黎协定》 所规划目标。“非洲城市
在实现《巴黎协定》雄心方面将发
挥主要和决定性的作用。”C40 轮
值主席、巴黎市长安妮·伊达尔戈
在一份声明中说。

另一方面，已有将近 7500 座
城市加入“全球气候与能源市长盟
约”。盟约副主席、《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 前执行秘书克里
斯蒂安娜·菲格雷斯在一次汇集
各地方政府领导人的会议上说，
加 入 盟 约 各 方 的 承 诺 若 悉 数 实

现 ， 在 2030 年 前 ， 全 球 碳 排 放
每 年 可 减 少 近 13 亿 吨 ， 相 当 于
日本或巴西目前一年的碳排放总
量。

这一盟约还推出一项测算和
上报城市碳排放量的全球统一标
准，计划于 2018 年付诸实施。菲
格雷斯说，这是为了向各国政府发
出“迫切而强有力的信息”，希望
他们“在看到各个城市实际上已经
取得这么大成效后，能够安全而充
满信心地提高减排目标。”比如在
波恩，最近换上了智能街灯，感应
到有人经过时才亮起；旧衣服和玻
璃制品回收箱上也安装了智能探测
器，一旦装满会发出信号，便于及
时清空。

菲格雷斯和一些与会城市官员
均强调，要城市多建设环保基础设
施、增加可再生能源消耗比例，资
金来源是一个问题。

欧盟委员会主管能源事务的副
主席马罗什·谢夫乔维奇说，统一
的碳排放测算标准将有助于市长们
招揽私人投资商参与建设“低排放

项目”。
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市长毛里西

奥·埃斯皮内尔说，基多正和其他
国家地方政府合作，希望能说服
G20国家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为发
展中国家抗击气候变化提供资金支
持。比如，基多希望能把其历史街
区公共交通系统加以绿色改造，只
用电动大巴和出租车，并把模式推
广到整个拉美地区。

虽然美国政府宣布退出《巴黎
协定》，但在联邦制法律下，各地
方行政机构仍有一定自主权推行低
排放政策。加利福尼亚州政府设定
的目标之一是在 2030 年前实现全
州 50％能耗来自可再生能源。州
长杰里·布朗坦承环保形势严峻：
加州有 4000 万人口，3200 万辆汽
车，且后者数量增长速度快于前
者。

布朗呼吁各地方政府对本地建
筑行业标准和垃圾处理系统加以绿
色升级改造，还应鼓励市民改变出
行方式：改开电动汽车，多骑自行
车或步行。

全球25座城市誓言

205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

据新华社北京 11月 13日电
（记者施雨岑） 教育部、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 13日发布 《高校教
师职称评审监管暂行办法》，规定
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直接下放至
高校，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工作要

“切实把师德评价放在首位”。
办法明确，尚不具备独立评

审能力的高校可以采取联合评
审、委托评审的方式，主体责任
由高校承担。高校副教授、教授
评审权不应下放至院 （系） 一
级。高校主管部门对所属高校教
师职称评审工作实施具体监管和
业务指导。教育行政部门、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高校教师职
称评审工作实施监管。

办法要求，高校要按照中央

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部署，结合
学校发展目标与定位、教师队伍
建设规划，制定本校教师职称评
审办法和操作方案等，明确职称
评审责任、评审标准、评审程
序。校级评审委员会要认真履行
评审的主体责任。高校制定的教
师职称评审办法、操作方案等文
件须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职
称制度改革要求。文件制定须按
照学校章程规定，广泛征求教师
意见。

办法指出，高校每年 3 月 31
日前须将上一年教师职称评审工
作情况报主管部门。高校职称评
审过程有关材料档案应妥善留存
至少 10 年，保证评审全程可追
溯。

高校教师职称评审
将把师德评价放在首位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3 日电
（记者叶昊鸣 齐中熙） 记者 13
日从中国民用航空局了解到，民
航局近期正式印发 《民航行业信
用管理办法 （试行）》，要求设立
全国统一的民航行业信用信息记
录，并对因失信行为被记入信用
记录的组织和个人进行相应处理。

据民航局政策法规司司长颜明
池介绍，违法失信信息分为一般失

信行为信息和严重失信行为信息。
《信用办法》明确，要对因一般失信
行为被记入信用记录的相对人视情
从严管理，对因严重失信行为被记
入信用记录的相对人实行联合惩
戒，采用多种手段从重处理。

据了解，《信用办法》明确民
航局负责全国民航行业信用管理
工作，《信用办法》 将自2018年1
月1日起生效。

民航局出台新规

因失信行为被记录在案的人
将被进行相应处理

据新华社西安 11月 13日电
（记者石志勇） 记者从西安铁路局
了 解 到 ， 13 日 14 00， 随 着
55601 次动车组试验列车从西安
北站驶出，一路向南向四川江油
站驶去，标志着西成高铁进入开
通前的全面验收阶段。开通后，
西安至成都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目
前的16小时缩短至3小时。

西成高铁是我国首条穿越秦
岭山脉的高速铁路。线路自西安
北站引出，自北向南穿越关中平

原、秦岭山脉、汉中平原、巴山山脉
进入四川盆地，与成绵乐城际铁路
相连，接入成都东站。其中新建线
路西安北至江油段全长 509公里，
陕西省境内 343公里，四川省境内
166公里。全线设西安北、阿房宫、
鄠邑、新场街、佛坪、洋县西、城固
北、汉中、新集、宁强南、朝天、广
元、剑门关、青川、江油北、江油 16
座车站。设计速度为每小时 250公
里，自2012年10月开工建设，将于
今年年内开通运营。

西成高铁进入全面验收阶段
将于今年年内开通运营

11月 13日，在伊朗克尔曼沙
阿省萨尔波勒扎哈卜，一名男子
蹲在地震中被破坏的房屋前。

伊拉克北部靠近伊朗的边境地

区12日晚发生7.2级强震，伊朗西部
边境地区震感强烈。据报道，目前地
震已造成伊拉克和伊朗两国300多
人死亡，灾情严重。（新华社/路透）

两伊边境强震致300多人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