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海县环保能源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已完成，现将有关信息进行公开。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及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可至
光大国际信息公开网站 https://hj.ebchinaintl.com.cn:
8090/EM5/cn/index.php?m=index&a=index&compa -
nyid=33或宁海县政府门户网站-政府信息公开-政府
决策-重点项目栏目查阅。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纸质报告书可至
宁海临港水厂（原宁海湾循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2楼
220办公室查阅。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内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代表等。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为强蛟镇胜龙、王石岙、下蒲、上蒲、加爵科、峡山村（社
区）和宁海湾循环经济开发区。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可至光大国际信息公开网

站 https://hj.ebchinaintl.com.cn:8090/EM5/cn/index.php?
m=index&a=index&companyid=33 或宁海县政府门户网
站-政府信息公开-政府决策-重点项目栏目下载。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在征求公众意见有效期限内，公众可通过信函、传真或

电子邮件的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或反
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提交建设单位。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截止时间
截止时间为2019年1月8日。
六、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光大环保能源（宁海）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宁海临港水厂（原宁海湾循环经济开发区

管委会）2楼220办公室，邮编：315612。
联系人：祝女士
联系电话：0574-83556905
传真：0574-83556900
电子邮箱：zhuxx@ebchinaintl.com.cn

光大环保能源（宁海）有限公司
2019年1月3日

宁海县环保能源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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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燕 民航报道
组黄跃光 通讯员李乐炯） 昨日，
宁波机场发布消息称，去年全年旅
客吞吐量达到 1171.84 万人次，同
比增长 24.79%，实现第 34 个安全
年。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力争在今年
年底全部投用。

去年，宁波机场首次跨入“千
万级”机场俱乐部。一年来，以联
通省会城市、重要经济发达城市和
重点旅游城市，构建干支结合的航
线网为目标，宁波机场不断完善优

化航线结构，构建起以宁波为起
点，覆盖全国、辐射东南亚、连接
全球的航线网络。

去年，宁波机场开通了 80 个
航点 （正班），比前年增加 12 个，
新增张家界、赣州、洛阳、井冈
山、盐城、十堰、北海、宜春、泸
州、连云港 10 个国内定期航点，
以及暹粒、金边 2 个国际正班航
点。机场过夜飞机达到 22 架，较
前年增加 4架，提升了机场早晚时
刻的使用效率。低成本航空运力不

断增大，目前有 17 家低成本航空
公司在宁波机场运营，低成本航空
市场份额由前年的 17.6%提高到去
年的20.3%。

去年全年，宁波机场保障进港
旅 客 563.96 万 人 次 ， 同 比 增 长
26.49%；出港旅客 607.88 万人次，
同比增长 23.25%。空港口岸运送
出入境旅客135.53万人次。全年运
送货邮 10.56 万吨，连续三年实现
吞吐量10万吨以上。

目前，机场三期扩建工程正如

火如荼地加以推进，T2航站楼已基
本完成土建及钢结构，幕墙工程进
度达到70%，进入精装修阶段；航站
楼的配套设备，如电扶梯、登机桥、
行李线、工艺设备设施等已订制，与
泛光照明、安防及智能化同步穿插
跟进；交通中心工程完成主体结构
结顶，全面进入精装修施工及屋面
绿化阶段。

按计划，今年年底宁波机场三
期扩建工程确保部分投用，力争全
部投用。

宁波机场去年旅客吞吐量超1171万人次
三期扩建工程力争今年年底全部投用

本报讯（记者徐展新 通讯
员贺旭 王幕宾） 昨日上午 10
时 25 分，宁波电网最高统调负
荷达到 1181.83 万千瓦，创冬季
历史新高。

从去年 12 月中旬开始，宁
波的气温一路走低，电网负荷
维持在 1100 万千瓦以上。元旦
假期前，又一波冷空气影响宁
波，持续的低温天气推动电网
负荷不断攀升，直至 1 月 2 日打

破 历 史 纪 录 ， 达 到 1181.83 万 千
瓦，较原历史最高负荷 1156.8 万
千瓦提升了2.16%。

按照预期，1 月上旬，宁波电
网负荷仍将保持在 1100 万千瓦以
上，直至春节前才会逐步下降。负
荷的大幅增长对电网运行管理带来
巨大挑战，国网宁波供电公司将合
理安排运行方式，落实电厂顶峰要
求、制定事故预案，为电网安全运
行保驾护航。

宁波冬季电网负荷
创历史新高

本报讯（记者徐展新 通讯
员戎永敢）昨日，宁波市水产品批
发市场发布了 2018 年水产品交
易量榜单，带鱼、虾潺、鲳鱼、黄
鱼、海鳗、鲜蟹、鱿鱼、玉鳎鱼、米
鱼、海虾位居前十。

据统计，这十类主要水产品
的总交易量为 157890吨，较上年
增长 24.04%；平均批发价格为每
千 克 31.8 元 ，较 上 年 下 降
12.64%。其中，带鱼依旧是宁波水
产品中的“明星”，2018 年的交易
量创历史新高，达到 35000吨，较

上年增长 59.09%，连续 13年成为宁
波交易量最大的水产品。虾潺、鲳
鱼、海鳗、鱿鱼、米鱼等 6 类水产品
的交易量较上年有所增加，黄鱼、鲜
蟹的交易量基本持平，玉鳎鱼、海虾
的交易量则有所减少。

此外，宁波海鲜的“国际范”也
越来越浓，充实了宁波市民的菜篮
子。宁波市水产品批发市场相关负
责人表示，除了国内的四大海域外，
宁波市场上出现的部分黄鱼、鲳鱼、
海鳗、带鱼、鲜蟹还来自菲律宾、越
南、日本、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地。

2018年宁波水产品
交易量榜单发布

本报讯（记者徐欣 通讯员
王际明 周永卫） 日前，望江府
项目工地工会成立暨职工代表大
会在望江府项目工地举行。作为
宁波市第一家工地工会，该工会
也是江北区首家项目部工地工
会，让参与望江府项目的建筑工
人有了自己的“娘家”。

据了解，望江府项目工地有建
筑工人500余名，包括10个建筑班
组和项目部 20 名工作人员。建筑
工人进驻工地后，一待就是三四
年，工地工会的成立，不仅有利于
保障建筑工人权益，增强工人归属
感，还有利于工地日常管理，推动
项目顺利完工。

宁波首家建筑工地工会成立

本报讯（记者俞永均 通讯员
洪宇翔） 昨日中午 12 时许，在宁
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梅西滚装码头，
一辆辆崭新的国产汽车井然有序地
驶入“天堂精英”滚装船。不久之
后，该船将装载 2300 辆宝腾 X70
汽车出口至马来西亚，这也是宁波
舟山港首条外贸滚装航线。

2017年 6月，吉利收购马来西
亚国宝级品牌宝腾汽车 49.9%的股
权，成为宝腾汽车的独家外资战略
合作伙伴，这为吉利扩大东南亚市
场份额提供了平台。入股宝腾后，
吉 利 集 团 推 出 了 首 款 新 车 宝 腾
X70，这也是宝腾汽车首款 SUV，
半个月前在马来西亚宣布上市。该

款汽车基于吉利畅销车型 SUV 博
越打造，融入马来西亚本土设计理
念与吉利智能化研发技术，受到海
外市场热捧。

据了解，此次出口的宝腾X70
汽车由吉利宁波春晓基地制造。依
托就近出口的地理优势，宁波舟山
港加强与吉利集团的合作，促成了

此次外贸滚装出运业务，并有望实
现外贸滚装业务班轮化。

近年来，梅山港区梅西滚装
码头抢抓“一带一路”沿线贸易
发展的新商机，多次完成沙特、
埃及、古巴、马来西亚等地汽车
出口业务和非洲多国的渔船整船
出口业务。

2300辆宝腾汽车搭外贸滚装航线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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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
传统产业持续发力。去年开工

的吉利汽车群项目至 2020 年将实
现年产销 200 万辆车，并由此带动
整个宁波汽车产业迈向“万亿级”。
目前全市有 28家国家级制造业“单
项冠军”，数量居全国之首。

数字经济成为产业新动能。和
利时工业互联网平台唯一全球总部
等一批工业互联网平台、中国工业
软件国际合作产业基地项目等一批
智能经济项目相继落户，推动宁波
制造业向数字化和智能化加速升级。
去年前三季度，高新技术产业、装备
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速
均高于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现代服务业成为“宁波号”主引
擎。去年6月，一期总投资2800万美
元的丹马士梅山国际物流中心奠
基，未来将成为国际物流配送中心。
全市 9000 多家物流企业为交通运
输业注入强劲动力。前三季度，全市
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8%，领先
GDP增速0.7个百分点。

——动力变革火热推进。加快
推进科技创新，“不拘一格”招引人
才，提升经济发展“软实力”同时，去
年下半年，面对国际复杂形势和经
济下行压力，密集推出降本减负“新

十条”、优化营商环境“80条”、25条
新政等政策“组合拳”力挺民营经
济，给民企吃下定心丸。

财政科技投入增四成、技术市场
交易额翻倍、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提
速 …… 宁 波 重 磅 出台“科技创新
2025”专项，为创新注入强劲资本动力。

“人才的重要性，什么时候提都
不为过”。“3315 计划”“泛 3315 计
划”等一揽子引才新政，加速人才集
聚。引进“国千”“国万”等领军人才
155人，均实现翻番，其中新引进领
军人才数将居全省首位。

“集聚全球资源发展宁波”。积
极搭建世界“宁波帮·帮宁波”发展
大会、国内国外“宁波周”等平台，加
快引项目、揽人才。“宁波帮”大会现
场签约35个项目，投资额超过1500
亿元。去年新引进9名海内外全职院
士中，甬籍院士全职回归实现零的
突破。

创新资源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
合，换来了企业的高质量成长。得益
于创新，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
司不仅成长为全国首家海底电缆高
新技术企业，更驶上了高速发展的
道路。去年上半年，全市高新技术企
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2%，新产
品产值增长11.1%。

改革巨轮勇向前，引
领经济新航向

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
行，才弥足珍贵。

“13个方面、58项改革、11个重
点改革项目”，2018 年，以“最多跑
一次”改革为引领，宁波以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化重点领域改
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搭建稳固的

“四梁八柱”。
国土、水利、交警、征迁等 12个

部门召开协调会会商，鄞州两所初
级中学项目关于土地征收、高压线
迁移等纠结了 5个月的难题得到解
决，项目规划快速通过审批。“让难
办事项不过周”，这是鄞州去年加快

“最多跑一次”改革，率先推进投资
项目审批“再提速”的创新做法之
一。

重大项目是产业发展的基石。
一个多月前，宁波全力铺就投资项
目行政审批“快车道”，出台相关实
施方案，一般工业类投资项目开工
前全流程 59个自然日，房产类项目
开工前全流程 95个自然日，刷新了
同类审批的“宁波速度”。

简政放权，提高效率，政府的

“自我革命”，不是“喊口号”，而是体
现在实实在在的行动和担当上。

宁波向多年悬而未决的审批
“疑难杂症”开刀，营造良好的营商
环境：针对工程项目竣工验收查验
环节多、流程复杂、各项测绘数据不
统一的审批痛点，出台有关建筑工
程“竣工测验合一”工作实施方案；
对于环评审批资料繁杂，易出现资
料未带全的难题，推行环评代办改
革，让企业当“甩手掌柜”……

企业投资项目“最多跑一次”改
革、“标准地+承诺制”改革、建筑工
程“竣工测验合一”改革……一年
来，一系列创新改革，使得重大项目
审批提速70%。

人民为上。针对工地“围而不
建”、垃圾围城乱堆乱放、公共机构
服务“半扇门”等关乎民情的城市乱
象，宁波在重拳出击的同时，不断探
索治理新路。

通过“分期付款”等方法，至去
年底，宁波老小区“顽疾”及违法违
规行为得到有效治理，今年将基本
建成长效管治机制。

2019 年，走进千帆竞发、百舸
争流的新时代，宁波将继续披荆斩
棘，砥砺奋进，高质量发展之路将越
走越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