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工程师证件，证

书编号：9409901，声明

作废。

叶照武
遗失四小证 1 本，证

书 编 号 Z07- B115162，

声明作废。

肖唐毅
遗失车辆合格证、一

致 性 证 书 和 环 保 清 单 1

份 ， 车 架 号 ： LGW-

CBC195JB034017， 发 动

机号：181258570，声明

作废。

宁波天天汽车贸易有
限公司

遗失浙江省医疗门诊

收 费 票 据 ， 发 票 号 ：

4202720737，声明作废。

宁波市北仑区中医院

遗失残疾证，号码：

33020619760929432653，

声明作废。

徐红波

遗失财务章，声明作

废。

宁波市北仑区白峰船

舶修造厂

遗失保单单证副本 （流

水号：QBBF1800397829)声

明作废。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减资公告
根据公司股东决定，将

注册资本由 1500 万元人民币

减到 50万元人民币，并按有

关规定办理工商减资手续。

债权人可自公告之日起 45天

内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

供担保，特此公告！

宁波市熔晟金属材料有

限公司

遗失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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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00——550000

微信号微信号NBRBXXGCNBRBXXGC

永寿发行站 永寿街8号 87103796 丽园发行站 薛家南路88弄20号 88185893
民安发行站 民安路248号 87373235 宋诏桥发行站 宋诏桥路83号-4 87842289
春晓发行站 育兴街27号 87929465 高新发行站 海棠路94号 87912229
江北发行站 生宝路70号 87676005 洪塘发行站 洪塘中路22号 87591475
鄞东发行站 四明中路93号 88117061 鄞西发行站 鄞县大道西段834号 88254798

下列日报下列日报发行部发行部均可受理均可受理

遗失启事

原浙江省总工会宁波地区办事处主任、党组书记离
休干部潘先锋（原行政十四级），因病于 2019年 1月 8日 8
时 29 分不幸逝世，享年 93 岁。现定于 2019 年 1 月 9 日 15
时 30分在宁波市殡仪馆弘德殿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特向
潘先锋同志生前好友告知。家属联系电话15355126439。

家属泣告

讣 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市鄞西污水处理厂一期提标及扩容工程已由

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18]222号批准建设，项目
业主为宁波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招标人为宁波市城市排水有限公
司，招标代理人为浙江科信联合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建设
资金来自企业自筹解决，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
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鄞州区石碶街道万金路 1055号（鄞西污水处理厂现

状厂界内）
建设规模：新增20万立方米/天污水深度处理单元，对一期规模

扩容至 17 万立方米/天，全厂出水水质由一级 B 标准全面提升到准
四类排放标准

招标控制价：63741312元
计划工期：于2020年6月30日前完成（以交工验收时间为准）
招标范围：新建 20万 m3/d反硝化深床滤池、20万 m3/d中间提

升泵、13.7万m3/d高效沉淀池、碳源及药剂投加间、配电间、阀门井、
计量井，部分现状土建改造工程及相关附属配套工程等施工总承包

标段划分：1个
质量要求：按国家施工验收规范一次性验收合格
安全要求：合格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资格要求：
3.1.1投标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
3.1.2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

级及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1.3投标人应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以下简称

“系统”）有施工信用等级的，其信用等级不得被评为D级（以开标之
日所在季度的系统提供的信息为准）

3.1.4企业注册地在浙江省行政区域以外的投标人，须通过浙江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备案登记

3.1.5投标人须在系统录入信息的，相关内容应在该系统中审核
通过

3.1.6人工工资担保须在系统中显示：
①已在宁波市行政区域内审核通过（适用于企业注册地为宁波

大市范围内的投标人）
②已在宁波市海曙、江北、鄞州任一一区审核通过（适用于企业

注册地为宁波大市范围外的投标人）
3.2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资格要求：
3.2.1 拟派项目经理资格须具备注册建造师壹级（含临时建造

师，临时建造师年龄需在 60周岁以下），注册专业市政公用工程，同
时还须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B证）
3.2.2拟派项目经理须在系统录入信息的，相关内容应在系统中

审核通过

3.2.3拟派项目经理要求无在建项目。拟派项目经理在系统中的
未解锁项目，视同为在建项目。因特殊情况未能解锁的，须在资格审
查申请文件中提供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相关机构确认的
项目完工证明材料

3.3 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不得为失信被执行
人。招标代理人对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失信信息
进行查询（具体以开标当天“信用中国”网站查询为准），若为失信被
执行人的，则否决其投标。若在开标当天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无法
查询且一时无法恢复的，可在中标公示期间对中标候选人进行事后
查询，如中标候选人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则取消中标候选人资格，重
新招标

3.4投标人不得有违法行为记录（违法行为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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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9年1月4日至2019年1月23日

（北京时间，下同），登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自行下载招
标文件，未购买招标文件的投标人，其投标将被拒绝

4.2招标文件每套售价300元，售后不退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A）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即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19年1月25日10:00。
5.1（B）本项目为网上招投标项目，投标文件须在 2019年 1月 25

日 10:00 前 上 传 至 宁 波 市 公 共 资 源 网 上 交 易 暨 电 子 监 察 系 统
（http：//ggzy.bidding.gov.cn:60822/t9/login.jsp）。投标人可提交备份
电子投标文件（光盘或 U 盘形式），如提交备份电子投标文件的，应
单独密封包装

5.2开标地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具体受理场所见当日
公告栏）

5.3逾期送达（或上传）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
（代理）人不予受理

6.招标公告发布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日报、中国宁波网、宁波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网站、宁波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网站、宁波市供排水集团
有限公司网站、宁波市国资委网站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堇山西路558号
联系人：毛云飞
电话：0574-27661883
招标代理机构：浙江科信联合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江南路598号九五商务大厦A座10楼
联系人：徐琦、房科红
电话：0574-87360849 传真：0574-87360896

宁波市鄞西污水处理厂一期提标及扩容工程施工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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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
新华社记者

新年伊始，月球背面迎来首位
访客。嫦娥四号这一科幻大片般的
创举，为 2019 年的世界科技高调
开篇。

一如“嫦娥”，人类正快步来
到“未知之地”，那些曾经只存在
于科幻作品中的场景，正加速进入
现实。在已经到来的 2019 年，无
论抬头仰望星空、低头畅游网络，
还是人类健康本身，将有诸多亮点
可期可待。

深探测：
宇宙求索更进一步

“到 2019年，我们将重新‘进
军’月球。”科幻巨匠艾萨克·阿
西莫夫曾在 35 年前这样预言。尽
管 尚 未 发 展 到 建 立 “ 太 空 定 居
点”，但 2019年的星空也一定不会
令阿西莫夫失望。从月球、小行星
到系外空间，深空探测可谓“好戏
连台”。

“广寒宫”不再“冷清”。“嫦
娥”刚刚放下的那只“玉兔”，已
经在“蟾宫后院”留下人类第一道
足迹。这可不只是“到此一游”那
么简单，而是有着巨大的科研价值
和超乎想象的影响。

“原来月球背面没有汽车人、
外星基地啊……”在新华社发布的
一条相关新闻下面，一位网友的评
论 瞬 间 赢 得 2000 多 个 赞 。 如 果
说，科幻作品带人们大胆去想象，
那么月球探测则屡屡刷新人类的认

知。
蟾宫折桂，多国竞逐。美国有

望最早从今年开始向月球发送相对
小型、廉价的载荷，为宇航员重返
月球“探路”，并在21世纪20年代
初在月球附近建立轨道平台；俄罗
斯正积极准备，力争从 2021 年起
发射多个探测器，分别实施绕月探
测、月球南极着陆考察及深挖取样
等。

科幻作品中，小行星上满是故
事：人类在上面开矿、旅游，打造

“生存绿洲”。而现实情况是，在深
空探测中，小行星绝对算是“偏
门”。不过，2019 年小行星探测却
颇有看点。美国第一个小行星采样
任务“奥里西斯-Rex”探测器已
经在 2018 年年底进入小行星贝努
的轨道，接下来将陆续发回绕飞获
取的探测信息。贝努直径仅 500
米，是人类航天器迄今在轨绕行的
最小天体。能绕这么小的天体飞行
探测，迄今即便在科幻作品中也还
尚未出现这样的情节。

对太阳系乃至系外空间的探索
也将继续。美国发射的系外行星探
测器“苔丝”去年正式“开工”，
将 努 力 在 太 阳 系 外 寻 找 “ 新 世
界”。“旅行者 2号”探测器也于去
年年底飞出日光层，开始探索星际
空间，它们在 2019 年的探测成果
值得期待。

快连接：
5G商用厚积薄发

从 3G 到 4G，手机“智能化”
颠覆了许多产业、乃至我们生活的

方方面面。从4G到5G，则将开启
“万物智能”时代，让人惊呼“未
来已来”。

带宽大、速度快、运行稳，这
些特性成就了 5G“赋能一切”的
科幻属性：超快速度，一秒下载多
部高清大片；超低延时，无人驾
驶、远程操控轻松实现；万物互
联，不仅所有家电，就连井盖、管
道也可“智能化”管理。

在多年技术积累之后，2019
年有望成为5G的“商用元年”。国
际标准组织“第三代合作伙伴计
划”宣布，完整的 5G 标准最早将
于 2019 年 3 月出台。这意味着，
5G网络部署将在今年大规模展开。

在美国，已经开始的 5G 牌照
发放将进一步扩大，今年将有更多
美国城市“尝鲜”5G；在韩国，
主要电信运营商近期联手推出 5G
商用服务，主要面对部分大城市的
企业用户，并将进一步扩大服务范
围。

中国的 5G 部署稳步推进。去
年年底，工业和信息化部发放了
5G 系统中低频段试验频率使用许
可，向业界发出了加速推进 5G 商
用的明确信号。中国各大电信运营
商均表示，2019 年 5G 开始预商
用。

新疗法：
生物医学可圈可点

如果能训练一批“特种兵”免
疫细胞，在体内“精准杀敌”，那
么“绝症”这个词可能彻底作古。
曾经在科幻小说中出现的这一美好

设想，已经成为生物医学界一大现
实目标。虽然仍很遥远，但已有理
由期待。

在免疫疗法、基因编辑等领域
研究将不断取得突破的 2019 年，
更多新疗法、新药物将进入临床试
验并投入使用，扩充人类抵御疾病
的“武器库”，一些特定种类的癌
症、遗传病等的治疗有望取得突破
性进展，将不再是“不治之症”。

美国一家公司去年 12 月已宣
布，将启动一项利用基因编辑技术
治疗一种遗传性眼疾的临床试验，
相关申请已被美国监管部门接受。
在安全性、耐受性和有效性得到验
证后，有望投入临床使用。

英国广播公司日前列出 2019
年三个最可能取得重要突破的科
研领域，免疫疗法居于首位。这
种利用人体自身免疫系统来对抗
疾病的新疗法近年来发展迅速，
尤其癌症免疫疗法的研发正逐渐

“开花结果”，新发现的治疗靶点
数量激增。

专家同时预测，2019 年各种
人工智能技术将加速在众多领域

“开疆辟土”，其中医疗健康领域可
圈可点。从确定药物分子结构到提
高药物开发效率，从早期癌症诊断
到预测肿瘤发展，可以看到人工智
能在发挥作用。

“单细胞基因活性分析”被美
国 《科学》 杂志评为 2018 年年度
头号突破。这是一套“三连发”研
究方法，像“放电影”一样展现胚
胎细胞形成成年动物复杂组织和器
官的过程，有望在未来 10 年改变
生物学和医学的研究格局。

2019，更多“科幻”加速走进现实

新华社巴黎1月7日电（记
者韩冰） 法国总理菲利普 7日晚
在巴黎宣布，针对日前一些暴力
分子屡次在“黄马甲”示威活动
期间进行破坏并攻击政府机关和
警察的行为，法国政府将修改相
关法律，加大对暴力分子的打击
力度。

法国总理府提供的资料显
示，菲利普当晚在接受法国电视
1 台采访时说，“黄马甲”示威
在法国多个城市大都以和平的方
式开展，但是一些暴力分子趁机
实施破坏，法国政府对此不能接
受。

菲利普说，新的法律条款将
于今年 2月初提交法国国民议会
进行审议。此外，法国政府将于
本月 12 日在全国增派警力，并

重新在巴黎街头出动轮式装甲车，
以预防暴力分子再次借机闹事。

据法国媒体报道，新的法律条
款的重点之一将是禁止已被警方认
定的暴力分子参加示威游行。

菲利普还披露，自“黄马甲”
示威活动于去年 11 月中旬爆发以
来，法国共有约 5600 人在示威期
间被拘留，其中 1000 余人已被审
判。

今年 1 月 5 日，一些身穿“黄
马甲”或黑色衣衫者用一辆工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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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1日，一些暴力分
子借机在凯旋门、香榭丽舍大街、
春天百货等知名景点或购物区实施
破坏活动，导致多起暴力冲突。

法总理宣布将修改法律
加大打击暴力分子力度

1 月 7 日，反“脱欧”人士在
英国伦敦的议会大厦外挥舞着英国
和欧盟旗帜。

英国议会下院就“脱欧”协议
草案进行表决的时间已经从 2018
年 12 月推迟到 2019 年 1 月，“脱
欧”前景依然不明。英国“脱欧”
将在 2019 年 3 月 29 日迎来最后期
限。 （新华社发）

英国“脱欧”
前景不明

新华社安卡拉1月7日电（记
者施春 秦彦洋） 土耳其市场竞争
监管机构 7日宣布，正在对互联网
巨头谷歌公司的广告服务涉嫌不正
当竞争展开调查。

该机构说，初步调查针对谷歌
通过网络搜索服务的算法更新以及

“关键字广告”的形式，采用不正当

竞争手段打击商业对手。目前，初步
调查已经结束，涉及搜索内容的严
肃性和妥当性的调查马上开始。

土耳其市场竞争监管机构说，
相关调查涉及谷歌土耳其公司、谷
歌国际公司、谷歌爱尔兰公司、

“字母表”公司。
2018年 9月，谷歌因手机软件

销售违反土耳其竞争法，被土耳其
市场竞争监管机构处以约 1500 万
美元罚款。

2017年 5月，土耳其经济部以
谷歌通过谷歌爱尔兰公司为其在土
耳其境内的广告收入开具发票导致
土耳其政府税收损失为由，对其处
以约8400万美元罚款。

土耳其对谷歌涉嫌不正当竞争展开调查

新华社芝加哥1月7日电（记
者王强） 美国福特汽车公司 7日宣
布，将从 2022 年起为在美国上市
的新汽车配置基于 5G 网络的蜂窝
车联网技术，让汽车能“听”会

“说”、实现提前预警，这将有助改
善道路交通安全状况，提升道路通

行效率。
负责福特公司互联汽车平台的

执行总监唐·巴特勒当天在福特官
网发表博客文章指出，随着 5G 网
络的建设和应用，配置了蜂窝车联
网 （简称“C-V2X”） 技术的汽
车，无须再通过蜂窝通信塔，而是

能直接与道路交通信号设备、路
上其他配置了类似技术的车辆和
携带 5G 手机的行人互联，实时接
收和传递红绿灯变换、车辆及行
人位置等信息，从而让汽车驾驶
员提前采取措施，有效防止闯红
灯或与其他车、人相撞。

业内专家说，通过与自动导
航、无人驾驶等技术的联合应用，
蜂窝车联网技术也有望应用于未来
的无人驾驶车辆。

不过巴特勒强调，部署蜂窝车
联网技术需要有效的监管，因此还
需要与行业协会和政府监管部门等
协力完善相关制度。

美国福特汽车将布局
基于5G的蜂窝车联网技术

新华社首尔1月8日电（记
者田明 耿学鹏） 韩国统一部 8
日表示，韩国政府将向朝鲜提供
防治流感药品援助，以防止流感
病毒在韩朝之间传播和扩散。

据统一部介绍，相关援助主
要用于购买和运送“达菲”等抗
流感药品。援助所需经费将控制
在 35.6 亿韩元 （约合 317 万美
元） 以内。

当日，由政府和民间人士组
成的韩朝交流合作促进协议会通
过决议，批准使用南北合作基
金，向朝鲜提供流感治疗药物。

统一部说，该项援助旨在落

实 《9月平壤共同宣言》 及韩朝保
健医疗部门分组会议所达成的传染
病防治领域合作。韩国政府后续将
同朝方展开协商，并于近期向其提
供相关援助。

2018 年 9 月 19 日，韩朝双方
领导人在平壤签署 《9月平壤共同
宣言》，商定加强南北各领域交流
与合作。2018 年 11 月 7 日，韩朝
官员在位于朝鲜开城的南北共同联
络事务所举行保健医疗部门分组会
议，双方商定在今年年内尝试进行
传染病发生情况的信息共享互换，
进一步加强韩朝在保健医疗领域的
合作。

韩国将向朝鲜提供
抗流感药品援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