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象山港大桥及接线隧道病害处理及涂装工程

已由宁波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列入宁波市象山港大桥开发
有限公司养护计划，养护资金来源为宁波市象山港大桥开发有
限公司自筹，招标人为宁波交投公路营运管理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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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地点：象山港公路大桥及接线沿线四脚岙隧道、栎斜

隧道、角洞岙隧道、杨公山隧道、茶园里隧道、炮台山隧道、里蔡
隧道、大斜桥隧道、黄避岙隧道和安基山隧道；

工程规模：约14401129元；
施工招标范围：象山港大桥及接线隧道病害处理及涂装工

程施工，具体内容详见象山港大桥及接线隧道病害处理及涂装
工程施工图及清单。

计划工期：计划工期为100日历天，缺陷责任期为24个月。
质量要求：工程交工验收的质量评定：合格及以上。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的施工企业资质：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具备省级及以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颁发的公路养护工程二类甲级从业资质，并在人员、资金等方
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2标段划分：1个标段。
3.3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4投标人对招标文件异议截止时间：2018年 1月 10日 17:

00。
3.5 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

其他组织或个人，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
在控股（含法定代表人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
同一标段投标。

3.6投标人须在宁波市交通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完
成基础信用信息录入并经审核通过，且信用等级不得被评为D

级。
3.7 列入“黑名单”的单位和个人受到限制当事人资质、资

格等方面的行政处理决定且处在处罚期的，限制其参与宁波市
公共资源交易活动；列入“黑名单”管理范围的其他行政处理决
定，限制其参与投标（（具体按照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宁波
市公共资源交易“黑名单”管理办法的通知（甬政发[2014]119
号）执行）}。

3.8投标人无不良行为记录（不良行为记录界定的范围为：
被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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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相关部门的官方网站查询结果为
准）。

3.9 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不得为失信被
执行人。如在预中标候选人公示前经“信用中国”网站（www.
creditchina.gov.cn）查询有“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的，取消预中标
候选人资格，重新招标。

3.10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经宁波市人民
检察院查询近三年（2014年 7月 1日至今）无行贿犯罪记录。如
在预中标候选人公示前经宁波市人民检察院查询有“行贿犯罪
档案记录”的，取消预中标候选人资格，重新招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8年1月4日至2018年1月

23日16:00（以下载时间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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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招标文件下载费用 300 元（其中电子交易平台使用费
100元），售后不退。

注：如招标文件资料费需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请投标
人将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相关资料（包括名称、纳税人识别
号、地址、电话、开户行及账号等）递交招标代理人；未提供相关
资料的，招标代理人均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

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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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须自行下载相关文件，如有遗漏，责
任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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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请登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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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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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机构联系。
4.7温馨提示：凡受到相关行政监管部门限制投标的企业，

请慎重购买。
5.投标保证金
5.1投标保证金的金额：人民币20万元整。
5.2投标保证金的缴纳形式：
形式①：银行电汇或银行汇票直接缴入以下账户。

保证金到账截止日期：2018年1月23日16:00时前（北京时
间，以资金到账时间为准）。

温馨提示：此账号仅用于本项目投标保证金的缴纳，投标
人汇款成功后可使用已注册交易员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保证
金管理系统查询保证金是否缴纳成功。

形式②：银行保函
银行保函应由投标人开立基本账户的银行开具，银行保函

应采用招标文件提供的格式，且应在投标有效期满后30天内保
持有效，招标人如果按规定延长了投标有效期，则投标保证金

的有效期也相应延长。
备注：1、以上投标保证金缴纳形式投标人可任选其一；2、投标

保证金采用银行电汇或银行汇票形式的，必须从投标人的基本账
户汇出，并将投标人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复印件编入投标文件中；
投标保证金采用银行保函形式的，银行保函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编入投标文件中，同时将银行保函原件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提交给
招标（代理）人。

5.3退还时间：详见“投标人须知”第 3.4.3条款，同时退还同期
银行存款利息（银行保函形式的不予退还）。

咨询电话：0574-87861127（中国银行）
6.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6.1招标人不统一组织工程现场踏勘及投标预备会。
6.2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18年1月26日9时30分，地

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宁波市鄞州区宁穿路 1901号市行
政服务中心四楼，具体会议室详见当天电子指示屏）。

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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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

bidding.gov.cn）、《宁波日报》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交投公路营运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百丈路168号会展中心大厦A座24楼
联系人：谢先生
电话：0574-87979915
招标代理人：宁波德威工程造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高新区星海南路100号华商大厦6楼
联系人：黄斌、朱佳媛
电话：0574-87686094、87684875、13505741384
传真：0574-87686776

象山港大桥及接线隧道病害处理及涂装工程招标公告
交易登记号：G3302010000003657001

标段号

001

金额 （元整）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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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573163651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杭州湾跨海大桥南接线、宁波绕城高速东段、穿山

至好思房公路、象山港大桥及接线、杭州湾跨海大桥杭甬高速连接
线设计已由宁波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甬交控【2017】132号批
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宁波市象山港大桥开发有限公司、宁波大通开
发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绕城东段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宁波穿山疏港
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宁波余慈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业
主自筹，项目出资比例为100%，招标人为宁波交投公路营运管理
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设计进行公开招
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服务内容：杭州湾跨海大桥南接线、宁波绕城高速东段、穿

山至好思房公路、象山港大桥及接线、杭州湾跨海大桥杭甬高速连
接线的新建或改扩建和养护大中修项目设计（含安全评估、可行性
研究及预可行性研究等）工作，具体详见第五章设计技术要求；

2.2主要要求：设计成果需符合技术标准、规范，通过相关部门
评审；

2.3服务周期：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0年12月31
日。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以下资格条件中的任意一项，

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提供相应服务的能力。
（1）具备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或（2）具备公路行业甲级设

计资质；或（3）具备公路行业（公路）专业甲级设计资质。
设计单位应列入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设计

资质企业名录，且单位名称与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
统中的名录相符。对于未进入名录或名称与名录不符的投标人，不
得通过资格审查。

项目负责人资格要求：具有公路或道桥类高级工程师及以上
技术职称。

3.2标段划分：1个标段。
3.3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4截止开标日之前投标人须在宁波市交通建设市场信用信

息管理系统完成基础信用信息录入并经审核通过，且在宁波市交
通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最新公布的勘察设计信用评价等级
在B级及以上。（具体按照关于印发宁波市交通建设市场信用信息
管理办法（试行）和宁波市交通建设市场信用评价管理办法（试行）
的通知（甬交建【2014】313号）执行。以开标当天，“宁波市交通建设
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http://xy.nbjt.gov.cn）”获得的评级信息为
准。）

3.5列入“黑名单”的单位和个人受到限制当事人资质、资格等
方面的行政处理决定且处在处罚期的，限制其参与宁波市公共资
源交易活动；列入“黑名单”管理范围的其他行政处理决定，限制其
参与投标。{（具体按照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宁波市公共资源
交易“黑名单”管理办法的通知（甬政发【2014】119号）执行。）}

3.6投标人无不良行为记录（不良行为记录界定的范围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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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相关部门的官方网站查询结果为准）。

3.7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不得为失信被执
行人。如在预中标候选人公示前经“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
itchina.gov.cn）查询有“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的，取消预中标候选人
资格，重新招标。

3.8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经宁波行政区域
范围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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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预中标候选人公示前经宁波市人民检察院查询有“行贿
犯罪档案记录”的，取消预中标候选人资格，重新招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8年1月5日至2018年1月25

日16:00（以下载成功时间为准）登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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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招标文件每套售价300元（其中电子交易平台使用费100

元），售后不退。
注：如招标文件资料费（不包括电子交易平台使用费）需开具

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请投标人将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相关资料
（包括名称、纳税人识别号、地址、电话、开户行及账号等）交至（或
快递至）招标代理人；未提供相关资料的，招标代理人均开具增值
税普通发票。

4.3如有补充文件，将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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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招标文件，有意参加投标者在网上
购买招标文件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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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招标文件网上下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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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人联系。
4.7未在网上下载招标文件的单位，其投标文件不予受理。
5.投标保证金
5.1投标保证金的金额：人民币贰万元整。
5.2投标保证金的缴纳形式：
形式①：银行电汇或银行汇票直接缴入以下账户。

保证金到账截止日期：2018年1月25日16:00时前（北京时间，
以资金到账时间为准）。

温馨提示：此账号仅用于本项目投标保证金的缴纳，投标人汇
款成功后可使用已注册交易员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保证金管理系

统查询保证金是否缴纳成功。
形式②：银行保函
银行保函应由投标人开立基本账户的银行开具，银行保函应采用

招标文件提供的格式，且应在投标有效期满后30天内保持有效，招标人
如果按规定延长了投标有效期，则投标保证金的有效期也相应延长。

备注：1、以上投标保证金缴纳形式投标人可任选其一；2、投标保证
金采用银行电汇或银行汇票形式的，必须从投标人的基本账户汇出，并
将投标人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复印件编入投标文件中；投标保证金采
用银行保函形式的，银行保函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编入投标文件中，同
时将银行保函原件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提交给招标（代理）人。

5.3退还时间：详见“投标人须知”第3.4.4条款，同时退还同期银行存款
利息（银行保函形式的不予退还）。咨询电话：0574-87861127（中国银行）

6.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6.1投标文件提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18年1月

30日9时30分，地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宁波市鄞州区宁穿路
1901号市行政服务中心四楼，具体房间安排详见当日公告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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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报、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

（www.bidding.gov.cn）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交投公路营运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乔女士
电话：0574-87979914
招标代理人：宁波德威工程造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高新区星海南路100号华商大厦六楼
联系人：黄斌、朱佳媛
电话：0574-87684875，87686094、13505741384
传真：0574-87686776

杭州湾跨海大桥南接线、宁波绕城高速东段、穿山至好思房公路、象山港大桥及接线、杭州湾跨海大桥杭甬高速连接线设计
交易登记号:G330201000000366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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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370118518

14 NINGBO DAILY国内新闻//广告
2018年1月8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林金康

据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记
者刘开雄） 7日，中国人民银行公
布的最新外汇储备规模数据显示，
截至2017年12月末，我国外汇储备
规模为 31399 亿美元，较 2017 年初
上升1294亿美元，升幅为4.3％。

数据显示，12 月末，外汇储
备规模较 11 月末上升 207 亿美元，
升幅为0.66％，连续第十一个月出现
回升。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2017年
12月，我国跨境资金流动和境内外主
体交易行为进一步趋于稳定和平衡。
国际金融市场总体小幅波动，主要非
美元货币汇率上涨和资产价格上升，
推动外汇储备规模出现上升。

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

轩认为，我国拥有超过 3万亿美元
的外汇储备存量规模，在没有其他
减项的情况下，每个月超过百亿美
元 的 投 资 收 益 是 正 常 的 。 2017
年，随着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加，外
汇市场的自主性不断增强，个人和
企业对外汇认识更加理性，央行得
以减少对外汇市场干预。因此，比
较此前两年而言，外储得以持续平
稳增长。

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在全球经济持续回暖带来外需
增长、金融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
市场预期不断改善的背景下，未来
我国国际收支和外汇储备规模将保
持平衡稳定。

2017年

我外汇储备增长1294亿美元

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记者
赵文君） 记者 7日从交通运输部获
悉，6 日 20 时许，巴拿马籍油船

“SANCHI” 轮 与 香 港 籍 散 货 船
“CF CRYSTAL”轮在长江口以
东约 160海里处发生碰撞。事故造
成油船“SANCHI”轮全船失火，
船舶右倾，船上 32 名船员失联；
散货船“CF CRYSTAL”轮有破
损，不危及船舶安全，船上 21 名
船员已被安全救起。

截至 7 日 9 时，海事执法船
“海巡 01”以及专业救助船“东海
救 101”“东海救 117”已抵达现
场，“中国海警 31240”船、3艘专
业清污船以及大马力拖轮正赶往现
场，上海市消防局已派出消防专家
随船前往。经中国海上搜救中心协
调，韩国海洋警察厅已派出 1艘海
警船和 1 架固定翼飞机救援。目
前，油船“SANCHI”轮处于漂浮
状态，仍在燃烧，海面上有油污，
搜救行动正在紧张进行中。

据 了 解 ， 巴 拿 马 籍 油 船
“SANCHI”轮隶属伊朗光辉海运
有限公司，船长 274米，载凝析油
约13.6万吨，由伊朗驶往韩国，船

上 32 人，其中伊朗籍 30 人，孟加
拉国籍 2 人，目前处于失联状态；
香港籍散货船“CF CRYSTAL”
轮隶属浙江温岭长峰海运有限公
司 ， 船 长 225 米 ， 载 粮 食 6.4 万
吨，由美国驶往中国广东，船上
21人，全部为中国籍。

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耿爽 7日就东海海域发生
船只碰撞事故答记者问时表示，中
国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已经派出多
艘搜救船只到现场进行搜救。

有记者问：据报道，一艘巴拿
马籍油船与一艘中国香港散货船在
东海发生碰撞，你能否介绍相关情
况？中方为此做了哪些工作？

耿爽说，据了解，2018年 1月
6日晚，一艘巴拿马籍油船与一艘
中国香港散货船在长江口以东约
160 海里处发生碰撞。事故造成油
船失火，散货船破损。

他表示，中国政府对此高度重
视，已经派出多艘搜救船只到现场
进行搜救，目前已救起部分船员，仍
有部分船员失联。同时中方也已派
出清污船只赶往现场，防止发生次
生灾害。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东海海域两船碰撞起火
外交部就此次事故答记者问

新华社杭州 1月 7日电（记
者魏董华）记者从浙江义乌市综
合行政执法局获悉，针对共享单
车过量投放、管理缺失、处罚缺位等
问题，义乌市近日正式实施《互联网
租赁自行车停放秩序管理考核办
法》，对共享单车运营企业实行“红
黑榜”，连续两个月考核分数低于
60分的企业将被清退出义乌市场。

记者采访了解到，共享单车
自去年 8 月开始入驻义乌以来，
规模呈“井喷式”增长。到目前，在
义乌投放的共享单车数量超 11

万辆，但运维人员仅百余人。共享单
车的管理成一大难题。为此，义乌市
出台考核办法、建立约谈制度、创建
严管示范区、开展诚信体系建设等，
以加强共享单车的管理。

记者了解到，考核内容分为企
业运营与路面检查，是否有专职运
维团队、是否及时维护等内容纳入

考核范围，考核不达标的，将受到每
条0.5分到10分不等的扣分。

义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有关人
士表示，每月考核分数低于 80 分
的企业，其管理示范区内乱停车辆
由市执法局直接进行暂扣处理；每
月考核分数低于 70 分的企业，其
管理示范区内所有车辆由市执法局

直接进行清理；1个月考核分数低
于 60 分的企业给予红牌警告，连
续两个月考核分数低于 60 分的企
业将被清退出义乌市场。

此外，义乌还设置共享骑行
“门槛”，接轨市信用平台，对不按
规范停车、恶意丢弃损坏车辆行
为，计入信用记录。

浙江义乌设共享单车“红黑榜”
将清退不合格企业

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
记者 刘红霞 张翅

长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千百年来，以水为纽带，连接上
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形成经
济社会大系统。推动长江经济带
发展座谈会召开两年来，从巴山
蜀水，到江南水乡，各地努力践
行“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一幅清
江水、绿岸线的图景徐徐展开。

从黑码头到绿岸线

上有万仞山，下有千丈水。
湖北宜昌，借助便利的航运条
件、丰富的磷矿资源，这座中部
城市经济一度高速增长，却落下
个“化工围江”的坏名声。

怎么破？唯有壮士断腕。
初冬时节，记者溯江而行，

目之所及，一片绿色。“你可能
不知道，这些地方之前是黑码
头。”宜昌市常务副市长袁卫东
指着车窗外说，根据中央环保督
察组的反馈意见，省政府下达宜
昌市长江干线非法码头治理任务
78 家，其中，取缔 49 家、规范
26家、提升3家。

实际上，宜昌取缔非法码头
的数量达151家。

不光是取缔，拆除生产作业
设备后，宜昌积极植树复绿，总

面积47.7万平方米，修复生态岸线
25公里。

在距离长江大约 500米的三新
磷钙有限公司，一批已经拆除的设
备堆在空地上。宜昌市猇亭区区长
杨卫华坦言，2011 年引进这家公
司，是为了更好利用低品位磷矿，
提高资源利用率，这家工厂在一定
时期做出了一定贡献，“但在新时
代背景下，无论是从技术角度，还
是生态角度，其被关停是必然的。”

仅仅宜昌，仅 2017 年，就有
25家沿江化工企业“到了站”，而
这只是该市沿江一公里内化工企业

“清零”3年行动的第一步。
在古城泸州，一场清除非法码

头、保护饮用水水源地的行动，正
“酿造”着整座城市的幸福感。泸
州市南郊水业有限公司经理唐代强
告诉记者，之前去江边清理垃圾，
每回都能拎回几大袋垃圾，现在拎
个小桶去就行。“而且，原来每天
都得去，现在隔几天去一次就行。”

放眼整个长江流域，6 项生态
环境保护专项行动犹如利剑出鞘，
959 座“黑码头”全部被拆除、其
中 809 座完成生态复绿，110 个地
级及以上城市的 928个黑臭水体整
治已开工826个、完工498个……

“两年来，最深刻的变化是理
念的转变。”泸州市委书记蒋辅义
感慨，无论干部群众，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的理念深入人心，
成为共识。

加减快慢“宜”为重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召
开两年来，长江沿线各地围绕“加
减快慢”、围绕“宜”字，下了不
少功夫，取得一些进展。

长江上游，云南，洱海。流域
“两违”整治行动、村镇“两污”
治理行动、面源污染减量行动、截
污治污工程提速行动……由此，
2017 年 1 月至 10 月，有一半的月
份水质达到 II 类标准，较 2016 年
同期增加1个月份；10月份洱海水
体透明度升高至 1.9 米，达到 2000
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长江中游，湖北，武汉。汉阳六
湖连通、大东湖生态水网等工程已
经取得阶段性进展，污水处理率在
95%以上，中心城区污泥处理能力
达到 1600吨/日，300余家化工企业
全面停产外迁及厂区搬迁腾退。

长江下游，上海，崇明岛。为
打造体现中国元素、江南韵味、海
岛特色的世界级生态岛，上海规划
先行，制定发布《关于促进和保障
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决定》等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加减并举，严
格管控生态空间，划定生态红线。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
示，整体而言，两年来，相关地区
在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
位置方面统一了思想、做了大量实
际工作。

“共”字打头抓保护

长江经济带覆盖面积约占全国
的21%，人口和经济总量均超过全
国的40%。搞好长江大保护，不能
各自为战，必须坚持一盘棋思想，
在“共”字上做文章。

各地为此积极摸索。2017年6月
30日，首届长江上游地区省际协商联
席会议在重庆召开，重庆、四川、云
南、贵州四省市审议通过《长江上游
地区省际协商合作机制实施细则》。

长江中游的湖北、江西、湖南
在湖泊保护与生态修复中也加强合
作，联合执法打击在长江干流非法
建设码头、非法采砂、非法捕捞。

同时，应该清醒认识到，尽管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已深入人
心，在实践层面，不平衡不充分的
现象却依然存在，容不得有松口
气、歇歇脚的想法。

以中央第五环境保护督察组
2017 年 12 月 22 日向四川反馈的督
察意见为例。督察组认为，长江部
分支流水环境“形势严峻”。具体
而言，长江干流四川段、金沙江、
沱江、岷江、嘉陵江等五大流域约
30%的监测断面水质不达标，其
中，沱江流域内 38 个省控以上断
面 IV 和 V 类水质断面比例从 2013
年 的 29.0% 上 升 至 2016 年 的
66.7%，水环境质量持续恶化。

守护“绿水青山” 严防“山穷水尽”
——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两周年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