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反馈的“2014 年以来宁
波市新增每小时20蒸吨以下燃煤锅炉92台”问题 （问
题编号Ⅱ—锅炉），经鄞州区、奉化区、余姚市、慈溪

市、宁海县、象山县人民政府及杭州湾新区管委会和
市质监局、市经信委的全力推进，至 2018 年 6 月底共
注销燃煤锅炉76台、改造为生物质锅炉16台，整改任

务全部完成，现就有关情况公示如下，公示时间：
2018 年 7 月 12 日—2018 年 7 月 20 日。对公示信息有异
议 ， 请 及 时 与 我 局 联 系 。 联 系 电 话 ： 0574—

81850278，邮箱751504730@qq.com。
宁波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8年7月12日

宁波市2014年以来新增每小时20蒸吨以下燃煤锅炉整改情况公示

宁波市2014年以来新增每小时20蒸吨以下燃煤锅炉92台整改公示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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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鄞州瞻岐佳斌年糕加工厂
宁波佳峰黑炭衬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瞻岐富岳百货店
宁波市鄞州勇曾纺织浆纱厂(普通合伙)
宁波剡江气动型材有限公司
奉化市威尔胶粘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誉晟新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靓沙无纺实业有限公司

余姚谷满仓食品有限公司
余姚市明达玻纤有限公司
余姚卓峰玻纤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铜钱桥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余姚市河姆渡
元国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慈溪慈中纸业有限公司
慈溪慈中纸业有限公司
慈溪市雨阳毛绒制品厂
宁波科飞洗衣机有限公司
森鹤乐器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金碧煌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浙江力扬压缩机有限公司
慈溪市联尚毛绒制品有限公司
慈溪市欧诺泡沫塑料有限公司
慈溪市光华铝氧化厂
慈溪市新浦神帮泡塑厂
慈溪市周巷天翼羽毛制品厂
慈溪市爱尔无纺制品有限公司
慈溪市蓬山涂料厂
慈溪市亚森包装制品厂(普通合伙)
宁波腾龙服饰有限公司
慈溪市中联毛绒有限公司(新)
宁波川浪实业有限公司
慈溪市掌起镇博发塑料厂
慈溪市美臣文具有限公司

慈溪市和丰酒业有限公司

慈溪市金路鞋业有限公司
慈溪市海景包装用品有限公司
慈溪市浒山炳仁针织服装厂
宁波鹏乘毛纺织有限公司
慈溪市丰之纯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慈溪立盛包装用品有限公司
龙山分公司

慈溪市万佳毛绒制品有限公司
慈溪市兴园印花厂
慈溪市祥安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罗培君
宁波圣龙王同步带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区瞻岐镇东二村3号
鄞州区姜山镇茅山工业园茅坞北路12号
宁波市鄞州区瞻岐镇东二村
鄞州区姜山镇沈西村
西坞街道尚桥路3号
奉化区尚田镇大岙村
奉化区江口街道方桥开发区方港路12号

余姚市朗霞街道
杨家村创业北路南一路2号

余姚市小曹娥镇食品园区
余姚市小曹娥镇工业园区广盛路2号
朗霞街道
余姚市牟山镇东吴村高速连接线5号

河姆渡镇江中村

龙山镇龙吟路
龙山镇龙吟路
慈溪市逍林镇联明村阮丁路50弄34号
慈溪市天元镇天元大道688号
慈溪市胜山镇樟新公路1928号
慈溪市观海卫镇东山头村
慈溪市坎墩街道工业区东三路2号
慈溪市龙山镇田央村
慈溪市新浦镇六甲村吴丁路54号
慈溪市逍林镇樟新北路676号
慈溪市新浦镇下洋浦村
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市周巷镇三江口村
坎墩街道
慈溪市三北镇施公山329国道北道
慈溪市龙山镇田央村
慈溪市龙山镇三北工业园区
慈溪市滨海开发区慈东大道2188号
慈溪市桥头镇桥三路628号
掌起镇陈家村刁家
慈溪市观海卫镇方家村

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市观海卫镇
罗鸣南路路176号

慈溪市桥头镇桥三路490号
慈溪市新浦镇水湘村
慈溪市古塘街道太屺村
慈溪市龙山镇田央村三北路142号
慈溪市周巷镇环城西路与开发路路口

慈溪市龙山镇农垦场

慈溪市桥头镇上林湖村
慈溪市逍林镇北工业园宋丁路185号
慈溪龙山镇杨高村
慈溪市匡堰镇龙舌村
慈溪市龙山镇龙头场村

LHG0.2-0.1-AⅢ
YLW-1900T

LHG0.2-0.1-AⅢ
DZG1.0-0.8-M
DZG2-0.8-M
DZL1-1.0-T

YLW-2300MA

YLL-1400MA

DZL2-1.25-AⅡ
YLL1400MA
YLL1400MA

SZL6-1.25-AII

DZL2-1.25-AII-02

YGL-350MA
YL(G)L-700MA
DZL2-1.0-AⅢ
DZL4-1.25-AⅢ
DZL6-1.25-AⅡ

YLL-930MA
DZL1-1.0-AII

DZL2-1.25-AⅡ
DZL2-1.25AⅡ

DZL2-1.0-AⅡ-02
DZL4-1.25-AⅢ

LSGW0.4-0.4-AⅢ
YLL-1400MA

LHC0.3-0.39-S
DZL2-1.25-AⅡ
SZL4-1.6-AⅡ

DZL2-1.25-AⅡ
LHC0.5-0.39-S
DZL2-1.25-AⅡ
LHC0.3-0.7-AⅢ
LHC0.5-0.7-AⅡ
DZL2-1.25-AⅡ
DZL4-1.25-AⅢ
LSC1-0.7-WⅡ
DZL4-1.25-AⅡ
DZL3-1.0-AⅢ
DZL4-1.25-AⅢ
DZL2-1.25-AⅢ

LSC0.7-0.7-WⅡ、T
DZL4-1.25-AⅡ
LHC0.5-0.4-AⅡ
DZL1-1.25-A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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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湾
杭州湾

慈溪市匡堰镇唐缘制衣厂
宁波恒大防护用品有限公司
慈溪市胜山广利毛绒制品厂
宁波奥达服饰有限公司
慈溪市观海卫米芝缘年糕厂
宁海县前童镇恕军年糕加工厂
宁海县曹余英豆腐店
宁海县前童镇鹏威豆制品厂
宁海县长街镇海林豆制品加工店
宁波远翔交通建设有限公司(新厂)
宁海县伟德食品有限公司
宁海县程龙五金厂
宁波格林食用菌发展有限公司
宁海县前童镇恕军年糕加工厂
宁海县大佳何镇何荣伟豆腐店
宁海县前童镇古樟食品厂
宁海县温泉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宁海县正一铝业有限公司
宁波博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金时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宁海县一市建申豆腐厂
宁海县橡塑制管厂
宁波远大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远大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远大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远大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象山元华印染有限公司
宁波市海发苗种有限公司
宁波正德康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海的水产种苗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锦和食品有限公司
象山石浦参发水产品加工厂
象山鹤浦金宝地水产品加工厂
象山鹤浦金宝地水产品加工厂
宁波华龙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宁波兰洋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象山港湾水产苗种有限公司
象山林氏面厂
象山县食品公司
象山海鲜王食品有限公司
象山发家家俱板材有限公司

象山一佳泡沫塑料包装厂
(原名宁波一佳泡沫塑料包装厂)

宁波豪联服装有限公司
(原名象山天诺服饰有限公司)

慈溪市杭州湾飞宝塑料制品厂
慈溪市庵东镇美蕊酱菜食品厂
慈溪市乐群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杭州湾新区瑜鸿袜厂

慈溪市匡堰镇国道旁宋家漕村
慈溪市坎墩街道工业园区218号
慈溪市胜山镇胜山头村
慈溪胜山镇工业园区
慈溪观海卫镇鸣鹤严家弄4号
宁海县前童镇竹林
宁海县跃龙街道双水村
宁海县前童镇鹿分村
宁海县长街镇五福下张村
宁海县前童竹林村
宁海梅林街道梅林陈村
宁海县深甽镇中湖村
宁海县长街镇青珠农场
宁海县前童镇竹林
宁海县大佳何镇大佳何村菜市场旁
宁海县前童镇竹林七星村
深甽镇凤山北路58号
前童镇梁皇村
越溪乡双盘涂生态渔业示范园区
桃源街道科园北路311号
宁海县一市镇上陈村
前童镇梁皇
象山县石浦镇金基水产开发区
象山县石浦镇金基水产开发区
象山县石浦镇金基水产开发区
象山县石浦镇金基水产开发区
象山县爵溪街道北塘工业区
象山县新桥镇海丰村
象山县墙头镇方家岙村
浙江省象山县新桥镇龙
象山晓塘乡美契村
象山县石浦镇打鼓峙岛西南侧
鹤浦镇金七门小南山山脚
鹤浦镇金七门小南山山脚
象山石浦镇水产加工园区门前塘
象山县石浦水产城加工园区9-10号
象山县黄避岙乡高泥村
象山县大徐镇下院村原砂轮厂内
丹城工业园区
鹤浦镇蓬莱路1号
浙江省象山县泗洲头镇兴路88

象山县西周镇下沈村山后塘

象山县东陈乡海墩村

杭州湾经济开发区富北村南北区118号
慈溪市庵东镇新建村跃进江路66号
慈溪市庵东工业园区纬三路
宁波杭州湾新区庵东镇三八江路167号

DZL2-1.25-AⅢ
DZL4-1.25-AⅡ
DZL2-1.25-AⅡ
LHC0.1-0.7-AⅢ
LSC1-0.7-WⅡ.T
LHC0.1-0.4-AⅡ
LSG0.05-0.04-M
LHC0.2-0.4-AIII
LSG0.08-0.04-M
LSC0.98-0.7-AII
LHC0.5-0.4-AII
LHC0.2-0.4-4
DZL1-1.0-AII

LHC0.2-0.4-AII
LSG0.06-0.04-M
LHC0.2-0.4-AIII
LHC0.2-0.4-AⅢ

DZL4-1.25
DZL2-1.25-AII
DZL2-1.25-AII
LHC0.1-0.4-AII
DZL1-1.0-AII

SZL10-1.57-AII
SZL10-1.57-AII
SZL10-1.6-AII
SZL10-1.6-AII
YLW-7000MA
DZG1-0.8-M
DZL2-1.25-S

DZL1.0-0.7-AⅢ
DZL2-1.25-S

LHC0.25-0.39-S
DZG4-1.25-M
DZG4-1.25-M
DZL4-1.25-AⅡ
DZL4-1.25-AII
DZG0.5-1.0-M
LHC0.5-0.7-AⅡ
LHC0.4-0.7-AⅢ
LHC0.4-0.4-AⅡ

YGL-700M

DZL1-0.7-AⅡ

DZH0.5-1.0-M

DZL2-1.25-AIII
LHC0.4-0.4-AII
LHC0.3-0.1-AⅡ

LHC0.15-0.39-AIII

注销
注销
注销
注销
注销
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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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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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美国国务
卿迈克·蓬佩奥本月 10 日说，美
国政府将考虑给予少数从伊朗进口
原油的国家豁免，从而让相关企业
在美方 11 月恢复针对伊朗石油行
业的制裁后免受影响。

美方先前宣称不会豁免任何违
反美国制裁禁令的国家。不清楚哪
些国家将获准例外。日本共同社报
道，日方打算寻求豁免。

【改 口】

蓬佩奥 10 日在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访问期间接受英国天空新闻电
视台阿拉伯语频道采访。谈及“封
杀”伊朗原油出口的方案时，他

说：“会有少数国家向美国请求免
受制裁。我们将予以考虑。”

这是美国政府官员首次暗示美
方将给予豁免。

美国政府 5月初退出伊朗核问
题全面协议，恢复对伊制裁。涉及
伊朗石油行业的制裁定于 11 月生
效，对象包括从伊朗进口石油的外
国企业。美国国务院官员上月 26
日说，美方正推动所有国家11月4
日前停止从伊朗进口石油，没有豁
免。

提及给予部分国家豁免时，蓬
佩奥说：“从 11 月 4 日开始，将有
美国的制裁措施防止伊朗原油运往
其他国家。”

伊朗副总统埃沙格·贾汉吉里

10 日坦言，美国制裁会对伊朗经
济造成负面影响，但伊朗将竭尽所
能“尽可能多”地出口石油。他先
前说，伊朗准备允许私人企业出口
原油以规避美方“封杀”。

伊朗军方本月早些时候警告，
将不惜封锁全球重要原油运输通道
霍尔木兹海峡，对抗美国“封杀”。

【减 量】

共同社报道，预计日本政府会
申请豁免。伊朗原油占日本原油进
口总量的5%。

伊朗石油蕴藏量排名世界第
四，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第三大产油
国。国际媒体报道，一旦美国开始

实施制裁，印度、日本、韩国、土
耳其等多国企业将受影响。

路透社 11 日援引印度船运和
工业消息源提供的统计数字报道，
与今年 5 月相比，印度 6 月从伊朗
进口的原油量下降15.9%。

美国政府 5 月初退出伊核协
议，这一决定对印度相关产业的影
响 6 月得以显现。统计数字显示，
印 度 5 月 平 均 每 天 从 伊 朗 进 口
70.52 万桶原油，这一数字 6 月降
至59.28万桶，下降15.9%。

路透社报道，印度方面已经要
求本国炼油商另寻卖家，原因是美
方 11 月重启对伊朗石油行业的制
裁后，印度可能大幅减少对伊朗原
油的进口。

美方称

将考虑“豁免”少数伊朗原油进口国

本月 10 日，圣彼得堡体育
场，法国队在 2018 年世界杯半
决赛中以 1:0 淘汰比利时队，进
军决赛。

20 年前，法国队在本土举
行的 1998 年世界杯上第一次夺
得冠军。这次杀入决赛，“高卢
雄鸡”距离再次捧杯仅一步之
遥。

新华社圣彼得堡7月10日电
记者 刘宁 吴书光

本届世界杯，法国队青春无
敌，群星闪耀！

“高卢雄鸡”是本届世界杯中
第二年轻的队伍，队员平均年龄
26岁。10.8亿欧元，是世界杯赛前

《转会市场》 对法国队总身价的预
估，这一数字排在32强的第一位。

如果说球星是夺取大力神杯重
要因素的话，法国队无疑是四强队

伍中最有冠军相的。战澳大利亚博
格巴如有神助，遇秘鲁吉鲁表现抢
眼，对阵阿根廷姆巴佩横空出世，
淘汰乌拉圭瓦拉内灵光乍现、格列
兹曼展现霸气风范。

法国队无疑有一个强大的整

体。对阵比利时，吉鲁多次错过得
分良机，两队缠斗半场无果后，乌
姆蒂蒂站了出来，第 51 分钟门前
抢点，头槌破门，攻入制胜一球，
将“高卢雄鸡”送入决赛。

这是法国队自 2006 年德国世

界杯后再次进军决赛，也是法国队
20年内第三次杀入世界杯决赛。

面对“欧洲红魔”，法国队本
场整体表现更胜一筹。尽管在控球
上，比利时队以60%占有优势，但法
国队创造了更多门前机会。“高卢雄
鸡”19次射门，5次射正。而“欧洲红
魔”仅有9次射门，3次射正。

对法国队来说，每一代球员都
有他们独特的赛前仪式。1998 年
世界杯上，队员们亲吻着门将巴特
兹的光头，举起大力神杯。

来到俄罗斯，抚摸后卫拉米的
胡子成为“高卢雄鸡”祈福的动作。
到目前为止，这一动作十分奏效，法
国队在6场比赛中未尝败绩。

7月15日，法国队将在莫斯科
卢日尼基体育场里迎战英格兰队与
克罗地亚队之间的胜者。

决赛前，相信“高卢雄鸡”的
队员们一定不会忘记再去抚摸拉米
的胡子。

“高卢雄鸡”群星闪耀
距再次捧杯一步之遥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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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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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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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姆
巴
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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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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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英国媒
体本月 11日报道，英国信息监管
局有意对社交媒体“脸书”施以 50
万英镑（约合66万美元）罚款。

信息监管局说，脸书未能确
保剑桥分析公司删除用户信息。

另外，信息监管局将对剑桥
分析公司的母公司、英国战略交
流实验室公司采取刑事行动。

与此同时，信息监管局对政
党从“数据经纪商”购买个人信
息表达担忧。

多家媒体 3 月报道，剑桥分
析公司借由一款个性测试应用程
序获取大约 8700万脸书用户的个
人信息，助力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 2016年竞选和英国一个主
张脱离欧洲联盟的政治团体，向
特定用户精准投放在线广告。

剑桥分析公司 5 月初停止运
营，在英国和美国启动破产程
序。战略交流实验室公司同样宣
布关张，启动破产程序。

剑桥分析公司坚称，在脸书
2015年 12月提出删除用户信息的
要求后，已经确实删除这些信息。

但信息监管局说，发现证据
表明，这些数据的备份已经与其
他方面分享。信息监管局一名发
言人说，这意味着脸书当时所获
相关信息已获删除的证明可能存
在问题。

脸书面临英国罚款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英国首
相特雷莎·梅本月 10日说，将向
阿富汗增派 440 名军人，向阿政
府军提供训练、指导，但不参与
作战行动。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先前
要求英国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其他
成员国向阿富汗增兵。北约首脑会
议定于11日至12日在比利时首都
布鲁塞尔北约总部举行，特雷莎·梅
将在会上正式宣布增兵决定。

增兵后，驻阿英军人数将接
近 1100 人，较现在增加三分之
二。新增兵力来自“威尔士卫

队”，首批大约 200 人预计 8 月抵
达阿富汗，其余人员预计明年 2
月抵达。他们将参与北约在阿

“训练、咨询和辅助行动”。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北约大

约一年前要求英国增派更多部
队。英军新增部队将在阿富汗首
都喀布尔驻扎，协助和指导阿富
汗国防军和治安部队。

特朗普去年 8 月公布阿富汗
战争新战略，美军增兵大约 3000
人。预计他会在北约峰会上要求
其他成员国增加军费开支，分担
更多“份子钱”。

应美国要求

英国将向阿富汗增兵440名

据新华社泰国普吉7月11日
电（记者杨舟 颜昊） 泰国普吉
府府尹诺拉帕 11日下午在游船翻
沉事故救援情况记者会上说，泰
中救援力量当天下午又发现一具
遗体，初步判定为“凤凰”号遇
难者。至此，普吉游船翻沉事故
47名遇难者遗体已全部找到。

诺拉帕说，当天下午泰中救
援力量在皮皮岛海域发现一具男
性遗体，并在其身上发现人民

币、晕船药及与“凤凰”号乘客
同款救生衣，初步认定为遇难的
中国乘客。该遗体预计当晚运送
上岸，其身份信息还需进一步核
实。

他说，截至目前，“凤凰”号
上89名游客中，42人获救、47人
死亡，其中 43具遗体完成身份认
证，被证实为中国公民。仍有 1
人遗体被“凤凰”号船体压在海
底等待打捞。

普吉游船翻沉事故

最后一名失联乘客遗体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