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市铁路建设指挥部委托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
限公司编制的《宁波枢纽庄桥至宁波段增建三四线工程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完成，根据国家和省有关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规定，现将有关信息进行公开，征
求公众意见。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对象
征求意见的范围和对象为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时间和方式
自信息公开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1月7日-1月18日），公

众可携带有效证件到现场咨询受理点查阅《宁波枢纽庄桥至
宁波段增建三四线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也可
以登录宁波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网站（http://jtw.ningbo.gov.cn/）

“通知公告”专栏查阅《宁波枢纽庄桥至宁波段增建三四线工
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现场咨询受理点地址：海曙区文体中心（沁园街 345 号）；
江北区庄桥街道办事处二号楼二楼会议室（北环西路500号）。

现场查阅时间：工作日9:00－12:00、14:00－17:30。
公众提出意见的时间、方式和途径

自信息公开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1月7日-1月18日），公
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或到上述现场咨询受
理点向建设单位递交《公众意见表》，也可通过电话或到现场
咨询受理点，向建设单位提出与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
建议。

获取《公众意见表》的途径：公众可以登录宁波市交通运
输委员会网站下载。

建设单位：宁波市铁路建设指挥部
电话：0574-89185652 传真：0574-89382602
邮箱：834403126@qq.com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和济街117号，邮编：315042
环评单位：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电话：17386142715 传真：027-51155977
邮箱:xyang8000@163.com
地址：武汉市武昌杨园和平大道745号，邮编430063
现场咨询、电话受理时间：工作日 9:00－12:00、14:00－

17:30。
宁波市铁路建设指挥部

2019年1月7日

宁波枢纽庄桥至宁波段增建三四线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

计划停电预告
1月14日 星期一 海曙：高桥：藕缆桥村一带、广德实业有限

公司(8:30-16:00)洞桥镇:沙港5号公变，王家桥8号公变，二轻轻纺配
件厂，城镇幼儿园 1 号公变，王家桥镇政府 7 号公变，中国电信
5310210621，沙港村经济合作社(8:00-15:30)石契街道:栎社赵家渡、
栎社东庄、栎社新村、栎社华家、宇宙铜品、汇峰装潢、祥汇纱线、嘉宜
酒店、欣明塑粉、海马服饰(8:00-14:00)；江北：甬江街道路林市场公
寓2号楼、3号楼（9:00-13:00）白沙街道羊山巷26号、36号（14:00-17:
00）(短时停电)慈城镇新三横村、私营城、新城路沿线、电管站、海蜃制
衣公司、豪腾服饰公司、通灵电器触点公司、飞越刀具公司、立甬理容
器材公司、爱博特塑胶公司、莱达科教仪器、新业金属制品、焊接设备
厂、振磁磁业公司、新业金属制品、祥和针织时装有限公司、瑞林电子
公司、大海金属制品、华艺古典家具公司、新华排涝站、万通电器、意
耐特阀门公司、华羽服饰公司、华兴刀具公司、恒涛用品贸易公司、超
越五金工具制造公司、湖心别院小区、慈湖逸墅小区、毛岙村、上岙
村、慈湖村、城乡建设管理局、城乡建设管理局、金源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湖心别院物业、金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北门排、袁姜电器元件五
金厂、福达刀片厂、北门采石场、北门股份经济合作社、毛力水库、甬
陵轻工实业有限公司、慈湖锻压厂、慈湖防办、慈湖中学、宁波市自来
水江北供水分公司、部队后勤部、92602部队、37832部队、慈城镇山西
村、白米湾村、慈湖小区、湖心村、品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古县城
路灯、品富房地产开发公司、宁波地铁产业工程公司、市政管理处路

灯、古县城开发有限公司、路灯、宁波地铁产业工程有限公司、宁波地
铁产业工程有限公司、轨道交通24号临变、山西村排涝站、红湾排涝
站、叉车蓄电池厂、联谊密封件厂、红心湖门桥、塘家湾幼儿园、中建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慈湖北区1号物业、2号物业、3号物业、慈湖中心
小学、永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联谊密封件厂、红心湖门桥、妙山街部
分、枫湾村、逸龙金属制品厂、市政管理处路灯、种牧场（8:00-12:00
短时停电）

1月15日 星期二 海曙：集士港：盈升专变、动近光电、普金通
信、易生光电、森泰、森祥、高泽、同创、万华、泰康、强弘、宝马、达福、
美艺、方盛、雪马(8:30-16:00)高桥:甬彩、晨江电器(9:30-16:00)洞桥
镇:沙港龚家 8 号公变、碧云苑 1 号公变、沙溪华庭 1 号公变、鄞州银
行、路灯、王家桥杨家 4 号公变、山峰太阳能、冰捷、上水矸 1、3 号公
变、三龙电器、金锐机械、联友精密、洞桥派出所、好又多(8:00-15:30)
洞桥镇:洞桥前王昄 5号公变，洞桥 1、6、7、8公变，洞桥吴家庄 3号公
变、沙港塘堰 6号公变、潘家耷 3号公变(8:00-15:30)；江北：洪塘街道
天盛华业、富强鑫、方圆风机、园区路灯箱变、中策动力（9:00-15:00）

1月16日 星期三 海曙：石碶街道：塘西陈江岸(8:00-15:00)
1月17日 星期四 海曙：横街镇:惠升、半山村一带、甬胜、东

海、林村一带、溪下村一带、云力、华东(冉力电器)、华东仪表(思云塑
料)、甬泉、立新、龙格尔、贸源、宏升(8:30-15:00)横街镇:溪下村一带、
半山村一带、林村一带、横街村一带、东海)、联华、东海集团、乐翔、翔
禾、宏顺、博海、甬泉、泉光(8:30-15:00)石契街道:石碶村、石碶张家东
村、污水泵站公司、石矸矸闸公司、建庄村、鄞西污水厂、黄隘消防大
队、黄隘雅苑专变、左岸尚苑专变(7:30-13:00)石契街道:雅戈尔服装
城(8:00-16:00)章水镇:大皎下严水力发电站、大皎下严水力发电站(9:

00-14:00)；江北：洪塘街道欣捷建设（8:30-15:00）
1月18日 星期五 海曙：章水镇:南山 1号公变(8:30-12:30)石

碶街道:后仓村经济合作社、欣捷混凝土、龙洲织造(10:00-14:00)；江
北：庄桥街道居陆村，庄桥蔬菜办（8:30-16:00）慈城镇白米湾村、红湾
排涝站、叉车蓄电池厂（7:00-14:50）(短时停电)慈城镇山西村、慈湖
小区、湖心村、品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古县城路灯、品富房地产开
发公司、宁波地铁产业工程公司、市政管理处路灯、古县城开发有限
公司、路灯、宁波地铁产业工程有限公司、轨道交通 24 号临变、山西
村排涝站、联谊密封件厂、红心湖门桥、塘家湾幼儿园、中建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1号物业、2号物业、3号物业、慈湖中心小学、永成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联谊密封件厂、红心湖门桥（7:00-20:00有短时停电）

增加：
1月7日 星期一 杭州湾新区：华兴村部分地区，海星村部分

地区，神威塑胶五金厂，文鑫塑料制品厂，青青标准件厂，峰之豪金属
制品，天茂建材，晨曦金属构件制造，益兴工艺品，芯健半导体，沐尚
洁具，华星钢构股份（12:00-16:00）

1月11日 星期五 杭州湾新区：慈溪杭州湾滨海开发投资有
限公司、宁波杭州湾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
司(9:00-14:00)兴陆村部分地区，宏兴村部分地区（13:00-16:00）

取消：
1月10日 星期四 江北：慈城镇夏家村（8:30-16:20）
1月13日 星期日 江北：慈城镇白米湾村、红湾排涝站、叉车

蓄电池厂（7:00-14:50）
宁波供电公司

网址：95598.zj.sgc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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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5日电
（记者孙丁 熊茂伶） 美国白宫
和国会民主党 5日各派代表就修
建美国和墨西哥边境隔离墙拨
款等问题举行磋商，但并未取
得实质性突破。这意味着已超过
两周的美国联邦政府“停摆”还
将继续。

据副总统彭斯办公室在会后
发布的通报，双方未能就具体拨
款数额进行深入对话，但同意 6
日下午继续会面。

美国总统特朗普 5日在社交
媒体上说，当天的磋商“没有取
得太多进展”。特朗普还重申了
修建边境墙的诉求。他透露，将
于 6日前往戴维营与白宫高级官

员就边境安全等议题举行会议。
除了彭斯，白宫高级顾问库什

纳、白宫办公厅代理主任马尔瓦
尼、国土安全部长尼尔森当天出席
了与国会民主党代表的磋商。民主
党方面要求特朗普政府以书面形式
具体描述国土安全部的预算需求。

由于白宫与国会两党在美墨边
境隔离墙修建问题上分歧严重，各
方未能就政府拨款法案达成一致，
约四分之一的联邦政府机构从去年
12 月 22 日凌晨开始陷入停顿，约
80 万名联邦雇员工作受影响，迄
今 已 持 续 15 天 。 特 朗 普 日 前 表
示，如果民主党不同意修建边境墙
的拨款要求，他已做好让“停摆”
持续数月甚至数年的准备。

白宫与民主党磋商未果

美政府“停摆”继续

新华社德黑兰1月5日电 伊
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 5 日报
道，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

（确委会） 当天核准加入 《联合
国打击恐怖主义融资公约》的议
案。

根据确委会发表的声明，按
照程序，议案将会交给伊朗议会
再次进行投票表决。表决通过
后，该议案即可生效。

确委会是伊朗国家最高仲裁

机构。当伊朗议会和宪法监督委员
会意见发生冲突时，由确委会作出
最后仲裁。

2018 年 10 月，根据国际政府
间反洗钱和反恐怖主义融资机构

“金融行动工作组”的要求，伊朗
议会通过了伊朗应加入《联合国打
击恐怖主义融资公约》的议案。伊
朗宪法监督委员会在同年 11 月以
违反伊斯兰教法和宪法为由，驳回
这一议案。随后确委会介入仲裁。

伊朗核准加入

《联合国打击恐怖主义融资公约》议案

新华社华盛顿1月5日电
记者 刘品然 刘晨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即将访问中
东八国，与八国领导人讨论叙利亚
危机、也门局势、反恐和应对“伊
朗威胁”等议题，并就美国中东政
策发表演讲。

分析人士认为，蓬佩奥此行意
在表明美国将继续保持在中东的存
在，安抚对美国中东政策感到疑虑
的盟友。此外，美国还有意团结地
区盟友共同应对“伊朗威胁”，打
造“阿拉伯版北约”。

安抚地区盟友

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年底突赴
伊拉克“劳军”、总统国家安全事
务助理博尔顿日前赴土耳其和以色
列访问、蓬佩奥即将开启中东八国
行……美国政府高层近期对中东国
家动作频频，意在安抚对美国突然
宣布从叙利亚撤军感到不满的地区
盟友，对这一决定导致的后果进行
补救。

美国总统与国会研究中心副

主任丹·马哈菲指出，特朗普去
年 12 月在没有和盟友沟通的情况
下，突然作出从叙利亚撤军的决
定，导致盟友对美国政府的反恐
立场和中东政策普遍产生疑虑和
担忧。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撤军将导
致各方势力在叙利亚展开新一轮
博弈，并可能在短期内引发叙北
部动荡局势加剧，甚至为极端组
织“伊斯兰国”的死灰复燃创造
条件。蓬佩奥在访问中将对美国
撤军决定和中东政策进行解释，这
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稳定盟友关系
的作用。

在蓬佩奥此次出访中东的行前
吹风会上，一名国务院官员明确表
示，虽然撤军决定不会改变，但目
前尚无明确时间表，撤军行动将在
与盟友的高度协调下完成。

展示美国存在

一名国务院官员在行前吹风会
上表示，尽管外界有很多猜测和不
实报道，但美国不会离开中东。蓬
佩奥此行将着重向地区盟友承诺美

国不会撤出中东，而会加强与地区
盟友合作应对“伊朗威胁”。

据美媒报道，蓬佩奥将在埃及
首都开罗发表主题为“美国对中东
和平、繁荣、稳定、安全的承诺”
的演讲，详细阐释特朗普政府的中
东政策。

马哈菲表示，在俄罗斯和伊朗
试图扩大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背景
下，蓬佩奥此访将向外界明确表达
美国仍将对该地区事务保持关注并
履行承诺的立场。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沃
尔特认为，美国在中东仍有超过 4
万名驻军，并且为地区盟友提供大
量军事援助和装备，即便美国从叙
利亚撤出，也不意味着美国在中东
存在的终结。

打造“阿拉伯版北约”

此次蓬佩奥访问约旦、埃及、
巴林、阿联酋、卡塔尔、沙特阿拉
伯、阿曼和科威特，这八国正是美
国推动的“中东战略联盟”包含的
国家。美国试图借助打造“阿拉伯
版北约”，强化与阿拉伯盟友之间

的合作，在该地区共同应对“伊朗
威胁”并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
主义。

分析人士指出，去年以来，美
国加紧推进“阿拉伯版北约”。去
年 9月联合国大会期间，蓬佩奥与
中东八国外交机构负责人举行会晤
并就“阿拉伯版北约”进行磋商，
此次访问八国也有推进该计划的考
虑。然而，由于各方关系错综复
杂，这一目标并不现实。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
究员亚齐德·萨伊格表示，海湾国
家在防务能力整合问题上始终无法
达成共识，“阿拉伯版北约”几乎
不可能形成。

美国智库海湾国家分析公司
创始人乔治·卡菲耶罗认为，阿
拉 伯 国 家 与 伊 朗 的 关 系 各 不 相
同，在如何看待“伊朗威胁”方面
存在明显差异，埃及、约旦、科威
特、卡塔尔都不认为伊朗对其构成
紧迫威胁。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
安德鲁·米勒认为，美国创建所谓

“阿拉伯版北约”以牵制伊朗的构
想，可能会让中东陷入更多冲突。

蓬佩奥赴中东游说八国共同应对“伊朗威胁”

美试图打造“阿拉伯版北约”

新华社北京1月6日电 英国
萨里大学日前宣布，该校研究人员
领导的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开发出新
的人工智能技术，有望帮助医生预
测癌症患者可能出现的抑郁、焦虑
和睡眠障碍这 3 种常见心理问题，
从而可以提前着手干预并治疗，提
高癌症患者的生活质量。

萨里大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
旧金山分校等机构研究人员在新一
期美国《科学公共图书馆·综合》杂
志发表报告说，2010 年 2 月至 2013

年12月，他们招募了1278名癌症患
者。这些患者在两轮化疗期间，分
别在每轮化疗前、化疗后一周和两
周的时间点填写了6次调查问卷。

研究人员将这些患者数据分为
两组，其中 1000 人的数据用于训
练机器学习，另外 278人的数据用
于验证机器训练结果的准确性。

在验证机器学习效果的阶段，
研究人员将癌症患者第一次化疗前
和第一次化疗后一周的调查问卷数
据输入机器，让其分析预测患者是

否会出现抑郁、焦虑和睡眠障碍这
些心理问题，以及在何时会出现这
些心理问题。结果发现，在经过学
习后，机器预测出的心理问题与患
者在后续调查问卷中报告的心理问
题非常接近。

研究作者之一、萨里大学教授
帕亚姆·巴尔纳吉指出，上述研究
成果表明，人工智能技术有望帮助
临床医生及时发现可能会出现心理
问题的癌症患者，并为他们预先制
定管理方案，提高生活质量。

人工智能有望帮助
预测癌症患者心理问题

新华社巴黎1月5日电（记
者韩冰） 法国总统马克龙 5日在
社交媒体推特上发文，谴责当天

“黄马甲”示威活动针对法国政
府的暴力行为。

马克龙说，这些“极其暴力”
的行为攻击了法国的“卫兵、代
表和象征”，实施暴力行为的人
忘记了公民契约精神的核心。

马克龙说，正义将得到伸
张。他同时呼吁，每个人都应恢

复冷静，以开展讨论和对话。
当天下午，示威人群用一辆工

程作业车冲撞巴黎市内的法国政府
部门大门，法国政府发言人本杰
明·格里沃和一些助手被迫从办公
室撤离。

法国内政部长卡斯塔内当天
披露，全国当天有约 5 万人参与
示威，人数比上一轮示威有所增
加，但远远少于第一轮示威的 28
万余人。

法国约5万“黄马甲”参与示威

马克龙谴责针对政府的暴力行为

这是1月5日在美国华盛顿拍摄的白宫。（新华社记者 刘杰 摄）

▲1 月 5 日，在韩国江原道华
川郡，人们在冰面上钓鱼。

韩国华川山鳟鱼节每年隆冬季
节在冰冻的江面上举行，场面蔚为
壮观。 （新华社/美联）

◀1 月 5 日，在韩国江原道华川郡，一
名女子钓上一条鱼。 （新华社/法新）

韩国华川山鳟鱼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