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批
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镇海区临江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33020167
许可证流水号：638564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7月23日
营业地址：宁波市镇海区蛟川街道镇

宁东路947号与渡驾路18号
邮政编码：315000
电 话：0574-87950977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

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

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
发证日期：2018年6月15日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批
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宁波慈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白沙支行天东分理处

机构编码：B0605U233020021

许可证流水号：638565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12月27日

营业地址：慈溪市白沙路街道彭民路18号

邮政编码：315300

电 话：0574-63083802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

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

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

发证日期：2018年6月15日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批
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镇海区虹桥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33020134

许可证流水号：638569

批准成立日期：1993年5月24日

营业地址：宁波市镇海区蛟川街道镇宁东路177号

邮政编码：315000

电 话：0574-87950977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

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

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

发证日期：2018年6月22日

关于环城南路东段快速化改造工程
实 施 临 时 交 通 管 制 的 公 告

(2018年第56号)

为保障环城南路东段快速化改造工程施工的顺利实
施，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三十九
条的有关规定，决定对环城南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具
体措施如下：

自 2018 年 7 月 28 日起至 2018 年 8 月 7 日(预计)，22
时至次日 5时，禁止一切车辆、行人在环城南路(盛莫路
——福庆南路)上由东往西通行。受限车辆、行人可绕行
百丈东路、诚信东路。

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配合现场
交通管理人员指挥，遵照现场交通标识指示通行。

特此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宁波通途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018年7月20日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栎社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货运区工艺设备

采购及相关服务已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
[2014]719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宁波机场与物流园区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招标人为宁波机场与物流园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招标
代理人为浙江省成套工程有限公司，建设资金由财政和自筹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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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运区工艺设备采购及相关服务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宁波栎社国际机场内。
建设规模：/。
项目总投资：约84.5434亿元。
招标控制价：9800000元。
计划工期：自合同签订后，接招标人书面通知之日起 3个月内

完成设备供货及安装。
招标范围：本次招标的项目为宁波栎社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

程中的货运区工艺设备采购：包括货运区工程汽车调平台、输送
机、地秤、10'纵向升降分解组合台、10'直角转向台等工艺设备。具
体内容及要求详见招标文件第七章技术标准和要求，投标人需负
责将货物运抵招标人项目现场，完成安装、调试，直至验收合格，交
付招标人使用，即交钥匙工程。

标段划分：1个标段。
质量目标：产品的设计及制造质量均应符合最新国家、部委、

行业有关标准规范、建筑安装施工规范及招标文件技术要求。
安全要求：合格。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投标人必须为具备本项目履约能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正式注册并具有有效的独立法人资格的拟供货物的制造商或代
理商；投标人如为代理商须具有拟供货物（汽车调平台、输送机、升
降分解组合台）制造商针对本项目出具的唯一专项产品代理授权
书；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投标产品供货及相关
服务能力；

3.2投标人须委派一名项目负责人：
3.3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4其他要求：

（1）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无违法行为记录
（违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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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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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中标候选人公示前，招标代理人对预中标候选人及其法定
代表人（或企业负责人）、拟派项目负责人失信信息进行查询（具体
以预中标候选人公示日前“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
查询为准），若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则取消预中标候选人资格，相应
标段重新组织招标；

（3）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近三年（自 2015
年 7月 1日以来）经宁波市人民检察院查询无行贿犯罪记录。预中
标候选人公示前，招标代理人将预中标候选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
派项目负责人相关信息提交检察院查询，若存在行贿犯罪记录的，
则取消预中标候选人资格，相应标段重新组织招标。

3.5投标人要求澄清招标文件的截止时间：2018年8月3日17时。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8年7月23日到2018年8月10

日16时（以下载时间为准），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
//www.bidding.gov.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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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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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投标保证金
5.1金额：人民币1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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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证金到账截止日期：2018年 8月 10日 16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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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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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还时间详见本章“投标人须知”第3.4.3条款（保险保单形

式或银行保函形式的不予退还），咨询电话：0574－87861127（中国
银行）；0574-87011318、0574-87011280（宁波市建设工程综合保险
服务中心）。

6.投标文件的递交
6.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18年8月16日9时30分，地

点为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宁波市宁穿路1901号市行政服务中心四
楼，具体受理场所安排详见电子指示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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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

bidding.gov.cn）、中国采购与招标网（www.chinabidding.com.cn）和
宁波日报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机场与物流园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空港翔悦酒店515室
联系人：李巧巧 电话：0574-87423895
招标代理机构：浙江省成套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中山西路75号鼓楼大厦西五楼
联系人：钟波达 吕忠煜
电话：0574-87304974 87304840
传真：0574-87329662

宁波栎社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货运区
工艺设备采购及相关服务（重招）招标公告

标段号

001

金额(元整)

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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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970737111

位于海曙区石碶中心地段厂房出售，占地
60 亩，建筑面积 26000 多平方米，交通便捷，
地理位置优越。欢迎有意者来电联系。

联系人：李小姐 电话：13600623962

出 售 厂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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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供本报特稿（张旌）韩国
国防部 24日说，正在计划从非军事
区撤走岗哨人员和装备，以实际举
措落实韩国和朝鲜领导人今年 4月
达成的《板门店宣言》。

韩国国防部当天向国会国防委
员会提交的资料显示，这一政府部
门拟“试验性”撤走位于非军事区的
岗哨人员和装备。韩朝在非军事区

联合作历史遗迹和生态调查，韩国
国防部随后将考虑完全撤走岗哨。

根据朝鲜战争停战协定，“三八
线”，即北纬 38 度线附近的实际控
制线成为军事分界线，沿该线东西
长 240 公里、南北两侧各两公里以
内为非军事区。

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朝鲜最高领
导人金正恩4月27日在板门店韩方

一侧会晤后发表《板门店宣言》，内容
包括把非军事区打造成和平地带。

韩国国防部说：“为了把非军事
区转变为和平地带，正如《板门店宣
言》所说，国防部从非军事区撤走岗
哨人员和装备后将考虑进一步扩大
撤走计划。”

国防部同时宣布，将试验性解
除板门店共同警备区内武装。

韩国国防部说，将继续推进
把半岛西部海域“北方界线”一带
划定为和平海域的计划，设立共
同渔区，防止发生海上冲突。

韩朝就朝鲜半岛西部海域边界
划分一直有分歧。韩方在包括延坪
岛在内的“西海五岛”与朝鲜西部海
岸之间单方面设定名为“北方界线”
的海上分界线，朝方不予承认。

落实今年4月达成的《板门店宣言》

韩国拟试撤非军事区岗哨

新华社华盛顿 7 月 23 日电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 23 日在
例行记者会上说，特朗普正在研究
如何撤销多名美国政府前情报高官
的安全许可。此举被指有打击报复
批评人士之嫌，引起民主党议员强
烈抨击。

当天被桑德斯“点名”的包括中
央情报局前局长布伦南、联邦调查
局前局长科米、前国家情报总监克
拉珀、国家安全局前局长海登和前
国家安全顾问赖斯等。

桑德斯说，这些人让他们的公

共服务和安全许可政治化，甚至在
一些情况下利用它们赚钱。

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16日
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会晤后的联合
记者会上表示，他找不到俄罗斯干预
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理由，而且普
京也已经予以否认。特朗普此番“胳
膊肘往外拐”的言论等同于否认了美
国情报界有关俄方干预当年美国大
选的结论，引发国内各界口诛笔伐。

曾先后在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
政府中任职的布伦南毫不留情，直
接在社交媒体上说特朗普的言论

“与叛国无异”。克拉珀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对特朗普的执政能力提出
质疑。去年被特朗普解职的科米则
在社交媒体上说，为什么总爱批评
别人的特朗普却从未批评过普京？

在多方压力下，特朗普日前被
迫改口，称当时发生“口误”，并宣称
接受美国情报界关于俄罗斯干预
2016 年美国大选的结论。不过，民
主党对此并不买账。

对于特朗普可能撤销其安全许
可一事，克拉珀 23日在接受美国有
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说，如果特朗

普是出于政治原因这样做，将会开
创一个糟糕的先例，而且是对体制
的滥用。

在 23日的记者会上，当被问到
特朗普是否是因为布伦南等人说了
他不爱听的话才威胁惩罚他们时，
桑德斯对此予以否认。

据悉，美国许多国家安全部门
高层人士在离开公职后仍保留安全
许可，以向继任者就涉密事务提供
咨询支持。通常来说，其安全许可可
由下发机构撤销，但需经过适当的
调查和评估。

特朗普考虑撤销前情报高官安全许可
此举被指有打击报复批评人士之嫌

这是7月24日在希腊雅典东部
的马蒂拍摄的被烧毁的车辆残骸。

据希腊最新官方数据统计，首
都雅典郊区 23 日发生的多起森林
火灾造成至少50人死亡。

（新华社/美联）

雅典附近发生
多起森林火灾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7月23日
电（记者刘学）以色列官员 23日晚
说，以方当天夜间拒绝了俄罗斯方
面提出的将伊朗在叙利亚军事力
量撤至叙以边境 100 公里外的建
议，要求伊朗军事力量完全撤出叙
利亚。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同
来访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
谈。

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外
交部门官员援引内塔尼亚胡的话

说，以色列保留在俄方建议的 100
公里缓冲地带外打击伊朗远距离导
弹的权利。此外，以色列还要求，叙
利亚必须关闭同黎巴嫩的边境，防
止其从黎巴嫩运输武器；叙利亚阻
止从伊拉克流入军事人员和武器。

以色列长期指认伊朗在中东
地区扩张势力，并强调以色列不能
容忍伊朗将叙利亚变成对抗以色
列的前沿阵地。叙利亚方面则强
调，伊朗是应叙政府要求，向叙军
方派出军事顾问的。

以色列要求伊朗军事力量
完全撤出叙利亚

新华社华盛顿 7 月 23 日电
美国商业载人飞船研发项目又遭
挫折。据美国媒体 23日报道，波
音公司负责研制的商业载人飞船
上个月在失事应急发动机测试过
程中出现推进剂泄漏问题。

失事应急发动机是指在出现
发射故障的紧急情况下，推离飞
船远离火箭、保证飞船内部宇航
员安全所使用的发动机。报道
说，波音飞船失事应急发动机在
测试过程中成功点火运行，但在
最后的发动机关闭阶段出现“异
常”，导致推进剂泄漏，这有可能
导致其首飞时间进一步推迟。

波音公司在一份声明中回应
说，公司在美国航天局和行业伙
伴的协助下进行了彻底调查，“我
们相信我们找到了原因，并正在

实施整改措施……异常是任何测
试项目的自然组成部分”。

2011 年 美 国 航 天 飞 机 退 役
后，美国运送宇航员往返国际空间
站全部“仰仗”俄罗斯飞船。为改变
这一尴尬局面，美国大力发展商业
载人航天，希望今后向空间站运货
和运人都依靠商业飞船完成。

2014 年，波音公司和太空探
索技术公司从美国航天局获得总
计 68 亿美元的合同，分别建造

“星际客机”飞船和载人版“龙”
飞船，但两艘飞船的首飞时间已
从最初的2017年推迟至2019年。

本月上旬，美国国会下属政
府问责局发表报告说，尽管两家
公司的飞船研制项目持续取得进
展，但首飞时间可能要从 2019年
向后进一步推迟。

波音载人飞船发动机测试
出现推进剂泄漏问题

新华社万象7月24日电（记
者章建华） 老挝巴特寮通讯社 24
日报道，老挝南部阿速坡省一水
电站 23日晚发生溃坝事故，已导
致数人死亡、数百人失踪。

据悉，桑片－桑南内水电站
位于老挝首都万象东南约 570 公
里的阿速坡省萨南赛县，主要由
韩国公司投资建设。在建的大坝
于当地时间 23 日晚 8 时左右垮
塌，50 亿立方米洪水在几小时内
下泄，目前已导致数人死亡、数
百人失踪。

老挝总理府办公厅 24日签发

的一份文件显示，老挝政府将受
灾地区作为国家紧急灾区，要求
各界积极帮助事故受灾群众。

阿速坡省有关部门也已发布
公告，要求党政机构、商业团
体、官员军警和各界群众为受影
响人员提供食品、衣物、饮用
水、药品等紧急救助。

桑片－桑南内水电站项目由
一个韩国、老挝、泰国等四家公
司投资的合资公司开发，项目总
装机容量 41万千瓦，2013年开始
建设，原计划 2018年投入商业运
营。

老挝一水电站溃坝
致数人死亡、数百人失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