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收费公路管理条例》《政
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等有关规定，受浙江省物价局、浙江省
公路管理局委托，宁波市物价局、宁波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将召
开制定慈余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收费标准听证会，现就有关事
宜公告如下：

一、听证会时间
2018年1月25日上午9：30。
二、听证会地点
余姚辰茂河姆渡酒店，地址：余姚市新建路78号。
三、听证方案要点
该项目上述路段车辆通行费标准拟按省现行一般高速公路

通行费计费标准执行，即客车和国际标准集装箱运输车辆通行费
按车次费、里程费(车公里费率×车辆实际行驶里程)及桥隧叠加
费之和，货车通行费按计重收费费率计收的通行费及桥隧叠加费

之和计算(其中，连续行驶高架桥10公里以上的叠加费，按一类车
及二类客车5元/车次，三类及以上客车和二类及以上货车10元/
车次计算），并以5元为计费单位归整，即 2.5元以下(含)归0，2.5
元以上7.5元以下(含)归为5元，7.5元以上归为10元。

四、听证会参加人名单（23名，排名不分先后）
潘金煊 施云锋 方丽君 吕 辉 洪 靖 王勤静
徐仁尧 金 鑫 孙建权 施佰荣 许建立 虞天波
孙宇曙 沈科昱 陆钱非 胡玉文 邱海明 谢 瑜
符一鸣 张 杰 马颖颖 陈少云 翁国军
五、听证会听证人名单（3名，排名不分先后）
赵宝根 杨爱军 张仕杰
特此公告。

宁波市物价局 宁波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2018年1月10日

关于召开制定宁波慈余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
收费标准听证会的公告（二）１.招标条件

本项目东钱湖新城旅游交通集散中心项目已由宁波东钱湖
旅游度假区经济发展局以甬东旅经发 【2016】 8 号文批准建
设，项目招标人为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宁波东钱湖
旅游度假区建设管理中心(房屋征收办公室),宁波东钱湖景福旅
游投资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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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对该项目的人防防护设备采
购安装及预留孔洞封堵工程进行公开招标。

２.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站）

３.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下列条件之一：

（1） 具有国家人民防空办公室颁发的 《人防工程防护设
备定点生产和安装企业资格认定证书》，且其批准生产品种
必须含有“钢筋混凝土防护设备、钢结构手动防护设备、阀
门”；

（2） 具有国家人民防空办公室颁发的《人民防空工程防护
设备定点生产企业资格认定证书》，且其批准生产品种必须含
有“钢筋混凝土防护设备、钢结构手动防护设备、阀门”；

（3） 具有国家人民防空办公室颁发的《人民防空工程防护
设备生产安装行政许可证资质》，且其批准生产品种必须含有

“钢筋混凝土防护设备、钢结构手动防护设备、阀门”。

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供货能力 （具体
内容详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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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进行投标。
3.4资格审查：采用资格后审。
3.5信誉要求：（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
４.招标文件的获取 （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5.投标保证金
5.1金额：不少于人民币3万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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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投标文件的递交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01 月 31 日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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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楼），具体开标室详见楼道口指示屏。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项目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和宁波

日报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代理机构：宁波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严旭东
电话：0574-87179297

东钱湖新城旅游交通集散中心人防防护设备采购安装及预留孔洞封堵工程招标公告

根据甬发改审批[2017]342 号文，关于要求 《通途路 （世
纪大道-东外环） 综合管廊项目建议书的函》 的批复，工程即
将全面开工建设。为保证工程顺利进行，凡涉及上述工程范围
的地上、地下管杆线和设施的产权单位 （含军用设施），请派
员持有效证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竣工图纸等相关资料于
2018年1月10日至1月13日 （上午9：00—12：00），到宁波城
市地下空间投资有限公司办理登记手续，逾期将按无主处理，
因施工造成的一切损失，建设单位概不负责。

具体范围：现状通途路北侧 （世纪大道-东外环） 路段
特此通告
联系地址：宁波市解放南路208号 （建设大厦） 2301室
联系人：袁工、张工
电话：0574-89288246

宁波城市地下空间投资有限公司
2018年1月5日

关于通途路（世纪大道-东外环）综合管廊工程项目
建 设 涉 及 地 上、地 下 管 杆 线 登 记 的 通 告

限值

《生活饮用水卫

生标准》

（GB5749-2006）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100 ≤15 ≤1 无 ≤3
无异臭

异味

出厂水≥0.30

管网水≥0.05

出厂水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 0.07 无 无 0.67 0.55

管网水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 0.19 无 无 0.63 0.19

检测

结果

（2017年12月）

2018年1月10日

遗失翘运国际货运有
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海运提
单 ， 船 名 MARSTAL
MAERSK， 航 次 750W，
提单号 HNBSE712313，声
明作废。

宁波市东部申通快递
有限公司

遗失工商银行新芝支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320021426502， 账 号 ：

3901111209000007326, 声

明作废。

宁波市百伊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二级教师专业技

术资格证书一本,原证件号

码：1183948，声明作废。

楼洁琼

遗失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M330481874）， 声 明 作

废。 庞润昕

遗失宁波恒威建设开

发有限公司开具的销售不

动产统一发票（第二联）一

份 ，发 票 代 码 是 ：

3302153350，发票号码是：

00152793，金额：265114元，

声明作废。 胡少娟

遗失宁波万年基业旅游

投资有限公司开具的宁波增

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

3302162350， 发 票 号 码 ：

00920714， 金 额 ： 798000

元，声明作废。

李 宏
遗 失 出 生 证 ，号 码

L330788815，声明作废。

王宇航

遗失德迅（中国）货运代

理 有 限 公 司 宁 波 分 公 司

BLUE ANCHOR LINE

FCR 一正一副提单一套，提

单号为：4359-0280-711.324，

目的港 FELIXSTOWE，航名

航 次 CSCL ATLANTIC

OCEAN 022W，声明作废。

宁波市东部申通快递有
限公司

对外出租
现有麦德龙旁边面积在

4000平方米左右，对外出租。
联系电话：
13123818108唐
13336689909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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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江东雅拓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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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江东吉亨房产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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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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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新华社记者

朝韩高级别代表团 9日上午如
期在板门店韩方一侧“和平之家”
举行会谈。双方就朝鲜参加平昌冬
奥会的相关事宜达成一致，并就离
散家属团聚、举行军事部门会谈等
进一步改善南北关系的话题展开试
探性会谈。

冬奥话题谈得顺
朝方在会谈中表示，将派遣高

级别代表团、民族奥林匹克委员会
代表团、选手团、啦啦队、艺术
团、参观团、跆拳道示范团、记者
团等参加平昌冬奥会。韩方还提
议，在冬奥会开幕式上朝韩代表团
共同入场。此前，朝韩曾在 2000
年悉尼奥运会至 2007 年长春亚洲
冬季运动会期间的共 9次国际大赛
上共同入场。

目前来看，朝韩围绕冬奥会相
关内容的谈判进展顺利。双方接下
来有望就朝鲜代表团参加冬奥会的
细节事项展开磋商，包括就朝方代
表团规模和组成、访韩路线、费用
等问题。朝韩可以继续通过板门店
联络热线沟通，也可通过后续会谈
进行讨论。

韩方代表团团长、统一部长官
赵明均在当天启程赴板门店会谈前
表示，韩方将努力让平昌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成为“和平盛典”，使其
成为朝韩关系改善的第一步。

朝方代表团团长、朝鲜祖国和
平统一委员会委员长李善权表示，
人民对朝韩对话和改善关系的愿望
十分强烈，正是人民的这种意愿促
成了这一会谈。

分析人士指出，朝韩双方对此
次高级别会谈寄予厚望，分别派出
经验丰富的“老将”担任代表团团
长。以即将召开的平昌冬奥会为契
机，此次高级别会谈有效缓和了半
岛近一段时间以来的紧张对峙局
面，双方相互传递了善意，从而为
下一阶段的进一步接触和未来半岛

问题的真正解决初步搭建起有效的
沟通渠道。

双方立场有“温差”
除冬奥会议题外，朝韩双方此

次还就其他有助改善关系的问题进
行了试探性磋商，双方关注点存在
一些差异。

朝方在会谈中提议在 2月份春
节之际举行离散家属团聚活动，并建
议就此举行红十字会会谈。韩方则提
议举行军事部门会谈，以防止偶发冲
突。韩方主张双方在相互尊重的基础
上进行合作，停止加剧半岛紧张的行
为，强调早日重启朝鲜半岛无核化对
话的必要性。而朝方代表对此无特别
反应，也未在讲话中提及无核化。分
析人士认为，这表明在缓和南北关系
和推动半岛无核化的问题上，朝韩之
间存在一定“温差”。

对此次高级别会谈，韩国方面
一直持谨慎乐观态度。韩国青瓦台
总统府一名官员 9日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表示，青瓦台希望把此次会谈

的着力点放在如何确保朝鲜代表团
顺利参加冬奥会上，并不急于在一
场会谈中就涉及朝韩关系改善的其
他议题达成一揽子协议。

分析人士认为，对于朝鲜参加
平昌冬奥会事宜，朝韩首脑都作出
了积极表态，不存在大的分歧，就
此达成一致相对比较容易。而在进
一步改善关系的问题上，虽然双方
都表现出了意愿，但在具体诉求上
仍存在分歧。这些立场上的差异需
要通过后续接触来逐步解决。

和平进程何处去
由于朝鲜和美国对抗加剧，半

岛安全形势去年一度面临“脱轨”
危险。此次以平昌冬奥会为契机展
开的高级别会谈，延续了新年以来
朝韩双方互释善意、半岛局势持续
缓和的趋势，为下一步朝核问题的
解决营造了良好氛围。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此前就
朝韩举行高级别会谈一事回答记者
提问时说，中方欢迎并支持朝韩双

方近来就缓和相互关系采取的积极
举动。中方也希望国际社会对此予
以支持，共同努力找到缓和紧张、
增进互信、恢复对话的有效途径。

分析人士指出，不乱、不战、
无核是国际社会对朝鲜半岛的普遍
期待，朝核问题当事方应当在真诚
对话的基础上，通过持续接触谈判
共同协商解决问题。

美国的朝鲜半岛问题专家鲁乐
汉 7日在《外交事务》杂志网站上发
表文章称，此次朝韩高级别会谈“不
是一般的好消息”，支持朝韩和解不
仅符合美国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
的整体利益。朝韩构建和平、开展对
话的努力将产生积极的后续效应。

鲁乐汉认为，白宫宣布推迟美韩
军演时间至冬奥会后的做法非常明
智，是就朝韩会谈发出的积极信号。

从长期看，朝韩关系的发展还
会受到美国的制约。如果韩美在平
昌冬奥会后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
无疑会再次刺激朝鲜，给出现积极
苗头的朝韩关系再泼冷水。

高级别会谈顺利举行

朝韩融冰迈出第一步

据新华社伦敦 1 月 8 日电
（记者梁希之） 英国首相特雷
莎·梅 8日宣布改组内阁，任命
新大臣并调整部分大臣职位，其
中内政、外交等重要大臣均留
任。这是自2017年6月英国提前
大选后最大规模内阁调整。

特雷莎·梅当天公布内阁主
要大臣调整名单，其余职位将于
9日公布。特雷莎·梅的发言人
说，此次内阁改组主要是为给首
相的改革计划和“脱欧”进程进

一步增加活力。而据英国媒体报
道，此次改组是为将年轻女性和非
白人议员引入内阁，试图争取在去
年大选中没有投票给保守党的选民
的支持。英国首相府当晚在其推特
上说，目前已有10名女性入阁。

已公布名单中，内政大臣安伯·
拉德、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财政
大臣菲利普·哈蒙德、国防大臣加文·
威廉姆森和“脱欧”事务大臣戴维·戴
维斯等重要大臣均留任，其中部分留
任大臣分管领域还有所扩充。

英国首相改组内阁
重臣悉数留任

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8日电
（记者林小春） 据美国多家媒体
8日报道，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
司 7日晚为美国政府发射的神秘
间谍卫星“祖马”未到达预定轨
道，可能已经“丢失”。

在被问及相关消息时，太空
探索技术公司一名发言人给新华
社记者发来两句话的声明：“我
们不对此种性质的任务置评。不
过就目前而言，数据评估显示

‘猎鹰9’火箭运行正常。”
美 国 《华 尔 街 日 报》《时

代》网站等媒体当天援引匿名美国
官员的话说，“祖马”未能与“猎
鹰 9”火箭第二级分离，可能已经
解体或者落入海中。目前调查正在
进行中，未发现有破坏或其他干扰
的迹象。

“祖马”于 7 日晚搭乘太空探
索技术公司的“猎鹰 9”火箭，从
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
升空。军工制造商美国诺思罗普·
格鲁曼公司代表美国政府安排了这
次发射，表示“祖马”将被发射至
近地轨道。

美神秘间谍卫星“祖马”
可能“丢失”

据新华社曼谷 1 月 9 日电
泰国外长敦·巴穆威奈 9日向媒
体证实，此前不知去向的前总理
英拉目前在英国。

敦·巴穆威奈说，英国方面
去年 9月已向泰方证实英拉在英
国。泰国政府已吊销了英拉的 4
本护照，目前尚不清楚英拉以何
种身份进入英国。他还说，有关

是否将英拉引渡回国一事，泰方需
做“周全考虑”。

与英拉关系密切的为泰党说，英
拉曾向英国申请政治庇护，如获批
准，将获5年庇护。泰国法律专家说，
英拉如能证明其在泰国受到政治迫
害，则有可能获英国庇护，泰方无法
将英拉引渡回国。敦·巴穆威奈表示，
政治庇护一事不会影响泰英关系。

泰国外长：

前总理英拉目前在英国

1月9日，韩方代表团 （右） 和朝方代表团在板门店韩方一侧“和平之家”举行会谈。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