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东部新城核心区C3-4#地块（恒大城市之光450
米超高层）项目施工，为确保超高层建筑基坑的安全实
施和江澄北路隧道的安全运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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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自 2019
年5月2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对江澄北路（百丈东路

一中山东路） 东侧南往北辅道实施限高管制，0:00-
24:00，禁止装载高度在2.8米（含）及以上的车辆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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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市鄞州区东部新城城市管理中心
城博（宁波）置业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3日

关于江澄北路(百丈东路-中山东路)东侧辅道限高管制的公告
2019年第36号

根据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象山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完成征求意见稿
后，为使更广泛的社会团体及群众了解、参与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工作，征求相关意见。现将有关内容公告
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法和途径

网络连接：http://www.xiangshan.gov.cn/art/2019/
5/6/art_115830_8959669.html

纸质查阅：象山县滨海工业园区金开路58号项目
办。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本项目的评价范围内的公众意见，其中大气

评价范围为以项目厂址为中心、边长 5km 的矩形区

域；环境风险评价范围为以项目烟囱为中心、半径

3km的圆形区域。

三、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http://www.xiangshan.gov.cn/art/2019/5/6/art_

115830_8959669.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1、邮箱：315067983@qq.com

2、信函：象山县滨海工业园区金开路 58 号项目

办，蒋凌云 0574-55000755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19年5月6日至2019年5月17日

公告发布单位：象山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公告发布时间：2019年5月6日

象山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公告

宁波市交通建设工程试验检测中心有限公司为宁
波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主营业务涵盖了
原材料检测、交竣工检测、养护检测、基桩检测、水运码
头检测、桥梁荷载试验等交通工程试验检测和桥隧施工
运营监控、桥梁线型监测等领域。

根据改革发展需要，经研究，决定面向社会市场化
选聘职业经理人。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市场化选聘职位
董事长1名
二、选聘范围

（一）年龄要求：原则上应聘人员男性年龄不超过54
周岁（即 1965 年 5 月 10 日以后出生），女性年龄不超过
49周岁（即1970年5月10日以后出生）。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报名：
1.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所列情形之一的；
2.个人在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有不诚信记录的；
3.国家法律法规、党纪政纪及有关政策另有规定不

能担任企业管理人员职务的。
三、选聘人员基本条件
(一)政治立场坚定，为中共正式党员，能坚决贯彻执

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组织纪律观念和大局意识强，具
有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强烈事业心和责任感，能肩
负起企业发展的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

（二）熟悉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与相关法律法规，了解
现代企业经营管理，具有较强的战略谋划能力、组织协
调能力、团队建设能力、改革创新能力、风险防范能力、
市场应变能力和驾驭全局能力，在企业经营管理上有较
为突出的工作业绩；

（三）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遵纪守法，勤勉尽责，团
结合作，廉洁从业，作风形象和职业信誉好；

（四）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
条件。

四、选聘人员任职资格条件（下列条件须同时具备）
（一）经济类或理工类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
（二）具有 10年及以上企业管理或经济管理工作经

历；
（三）具有担任交通类独立法人企业主要负责人经

历；
（四）具有筹备公司上市的财务及金融知识；
（五）具备担任职务所需的行业任职资格条件。
五、报名和资格审查

（一）报名时间：2019年5月21日至5月26日17时。
（二）报名方式：详见宁波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或宁波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网站。
宁波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宁 波 交 通 投 资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市 场 化 选 聘
宁波市交通建设工程试验检测中心有限公司职业经理人公告（一）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维修项目-市政部分已由

宁波市教育局以甬教计（2019）37号、甬教计（2019）134号批准建设，项
目业主为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招标人为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
术学院，招标代理人为浙江联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
学校自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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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内。
建设规模：/
项目总投资：2945万元。
招标控制价：10756059元。
计划工期：60日历天。
招标范围：教学区室外给排水、行政楼补漏、消防系统改造及道路、

绿化恢复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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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安全生

产许可证，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并在人员、
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 投标人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系

统”）施工企业信用等级不得评为 D 级（以开标之日所在季度的系统提
供的信息为准）；

3.4 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注册建造师（含临时建造师，年龄不超过
60周岁）二级及以上资质，（注册）专业市政工程，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
考核合格证（B证）；

3.5拟派项目经理应无在建项目（同一工程项目分段发包或分期施
工的除外）；拟派项目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有未解锁
项目的视同有在建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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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其他：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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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投标人及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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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的人工工资担保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

统中显示：
宁波市内企业显示登记地在宁波市行政区域内任一区域且保函信

息在有效期内；
宁波市外企业显示登记地在宁波市区或海曙区或江北区或鄞州

区，且保函信息在有效期内。
（4）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无不良行为记录（不良

行为记录界定的范围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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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投标人、法定代表人及其拟派项目经理不得为失信被执行人。
产生中标候选人后，招标人对中标候选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的项目
经理相关信息进行查询（具体以预公示日前“信用中国”网站 www.
creditchina.gov.cn查询为准），若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则取消中标候选人
资格，本项目重新招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9 年 5 月 14 日至 2019 年 6 月 3 日

16：00（以付款成功时间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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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上述规定时间的，招标人不
予受理。

4.2招标文件下载费300元（其中电子交易平台使用费100元），售后
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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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版补充公告。投标人须自行下载相关文件，如有遗漏，责任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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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未在网上下载招标文件的单位，其投标文件不予受理。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即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19年 6

月 5日 9时 30分，开标地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宁波市鄞州区
宁穿路1901号市行政服务中心四楼，具体受理场所详见当日公告栏）。

5.2本项目为网上招投标项目，电子投标文件要求由宁波网络投标
工具 V7.4.0 生成。电子投标文件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上传至宁波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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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单独密封包装并在包封上正确注明招标工程
名称、投标人名称等内容，且与上传至系统中的保持一致。

5.3 投标人成功上传加密标书，但因系统故障无法读取时，方可调
用备份电子投标文件（投标人须成功上传加密标书，否则，不予调用备
份电子投标文件），如均无法读取，则作否决投标处理。

5.4本项目为网上招投标项目，参加投标企业必须办理“电子密钥”
(CA 锁)，否则无法参与投标。且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提交“电子密钥”
(CA锁)，并在“电子密钥”(CA锁)上标明投标人名称，否则，其投标将被
拒绝。

温馨提示：
（1）企业投标之前，企业信息（社会信用统一代码）与交易证系统中

的企业信息必须保持一致，才能签到成功。若未办理更新而导致开标无
法签到，投标企业自行承担责任。

（2）为保证投标文件在投标截止时间前顺利上传，投标人应适时提
前上传投标文件，避免网络原因导致上传失败或上传时间超出投标截
止时间等问题。

6.招标公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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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日报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地址：宁波市江北区风华路495号
联系人：马老师
招标代理机构：浙江联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鄞县大道东钱湖段211号创意空间一期一号楼6楼
联系人：陆晴雪、周颖
电话：0574-87915231
传真：0574-88117100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维修项目-市政部分招标公告

NINGBO DAILY10 民生//广告
2019年5月15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李国民

本报讯（通讯员郁妍捷 赵美
鋆 记者王博） 2 岁男孩意外坠
楼，血流一地，幸运地被邻居及时
发现，一场接力救援就此展开……
这样惊险又暖心的一幕，昨天发生
在鄞州区东柳街道锦苑社区。

当天下午3点45分，居民施阿
姨像往常一样去接孙子，路过锦苑
社 区 东 巷 221 号 时 ， 突 然 听 到

“砰”的一声响，紧接着传来一阵
哭声。循着哭声，施阿姨看到一个
小男孩脸朝地，趴在草丛里，四周

血迹斑斑。
“有孩子从楼上掉下来了，快

救人啊！”施阿姨见状，赶紧向周
边居民大声呼救。听到呼救声，住
在附近的许光法和妻子潘亚玲跑了
过来。

“当时因孩子伤情不明，担心
有二次伤害，我们就想着赶紧拨打
120 急救电话。”潘亚玲说。打完
电话，考虑到救护车到现场还需时
间，夫妻俩决定直接把孩子送往附
近的宁波市第六医院。此时，居民

徐师傅正好开车回家，见到抱着受
伤孩子急匆匆往外跑的许光法夫妻
俩，赶紧招呼他们上车，并把他们
送到医院。在医院里，由于暂时联
系不上家属，三人还垫付了医药
费。

把孩子交给医护人员后，徐师
傅又赶紧开车回到小区，发动周边
居民帮忙寻找孩子的家长。下午 4
点半，小男孩的妈妈赶到了医院。

据了解，小男孩一家租住在二
楼。事发时，家中只有小男孩一

人。原本小男孩在卧室玩耍，不知
为何爬到了防盗窗上，防盗窗底部
两根钢筋突然断裂，形成缺口，小
男孩就掉了下来。幸运的是，小男
孩在坠落时先是掉到了一楼的雨棚
上，再滑落到草丛里。

昨晚 8 点，孩子已经从宁波
市 第 六 医 院 转 至 宁 波 市 妇 儿 医
院 。 经 宁 波 市 妇 儿 医 院 拍 片 检
查，孩子已无生命危险，但鼻子
摔伤还肿得厉害。为稳妥起见，
孩子仍住院观察。

2岁男孩意外坠楼 好邻居接力救援

本报讯（记者张燕 通讯员董
美巧） 5 月 19 日是第 29 个全国助
残日。昨天，镇海部分残疾人坐上
公交专车，在爱心人士帮助下圆了
畅游宁波植物园的“微心愿”。

“平时出门不太方便，外出看
风景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没想到
真的实现了。”家住河头村的 80岁
严大伯患有帕金森病，手脚颤抖严
重，今年还是第一次到宁波植物
园。他坐在轮椅上，看着眼前的绿
树繁花，笑得非常开心。

56 岁的沈阿姨先天性聋哑，平

日里活动基本不出村。坐上“出游专
车”后，她竟然开心地笑出了声。一
到植物园，见到什么她都觉得稀奇，
总要过去看一看、摸一摸，还连连示
意志愿者帮她拍照。

“看到他们高兴，我们也开心。”
说起这次活动，市公交镇海公司
965 路司机黄琴峰说，他的公交车
上经常有残疾人士乘坐。有一次，他
听到他们在聊去宁波植物园的微心
愿。回来一商量，志愿者们决定带残
疾人出去走走，这个想法也得到了
九龙湖镇残联和宁波植物园的支
持，于是公交司机们利用休息时
间，为他们开通了“出游专车”。

“我们也想尽一分力，就为他
们开了免费通道。”市植物园运营
管理部负责人叶海滨表示，为使残
疾人朋友游园更安全方便，园区内
的公共厕所均设了第三卫生间，还
改造了部分厕位，并在园内增设无
障碍通道设施，添置了轮椅、拐
杖，同时增加了广播导游服务。

残疾人朋友圆了微心愿

志愿者带残疾人朋友游园。 （张燕 董美巧 摄）

本报讯 （记者陈敏 通讯员
王锋） 5 月 15 日 是 我 国 第 26 个

“防治碘缺乏病日”。记者昨日从市
疾控中心获悉，我市居民合格碘盐
食用率呈下降趋势。市疾控中心建
议，普通市民仍应食用碘盐。

据最新调查显示，宁波虽属沿
海，但所有调查点水碘值均低于
10 微克/升，仍属于轻度碘缺乏地
区。由于环境的碘分布与地理位
置、地形地貌关系密切，不会在短

期内有大的变化。我市居民需持续
开展以食盐加碘为主要措施的人群
补碘工作。

据悉，相当多的宁波人因为担
心甲状腺结节，而开始食用非碘
盐。我市对重点人群的碘营养监测
结果显示，儿童总体适宜，尿碘中
位数为 175.06 微克/升 （适宜区间
100-200 微克/升），但孕妇处于碘
摄 入 不 足 状 态 ， 尿 碘 中 位 数 为
123.28微克/升 （适宜区间150-250

微克/升），其中尿碘值低于 150 微
克/升的孕妇占61.52%。

合格碘盐食用率下降与近年来
居民对甲状腺疾病与加碘盐相关性
的质疑，以及无碘盐市场供应的逐
步放开有关。不过，记者从市疾控
中心了解到，目前并无证据表明食
用碘盐与甲状腺结节或甲状腺癌的
发生相关，有研究提示，当前甲状
腺癌的“流行”，部分归因于甲状
腺筛查，并与高分辨率B超的广泛

应用而产生的对隐匿癌或微小癌的
过度诊断有关。

据介绍，食用碘盐是缺碘地
区补充碘摄入、防治碘缺乏病的
最好方法，因为它有微量化、生
活化、长期性、经济易推广且安
全有效的特点。沿海居民仅靠食
用鱼、虾等海产品无法满足人体
碘需要，而海带、紫菜等海藻类
食物因食用频次的限制无法保证
长期微量补碘的要求。

市疾控中心建议，普通市民仍
应食用碘盐，孕妇、儿童等碘特
需人群必须食用碘盐，甲状腺功
能亢进、甲状腺炎、自身免疫性
甲状腺疾病等患者可按医嘱食用
非碘盐。

担心甲状腺结节，部分人开始食用非碘盐

市疾控中心：普通市民仍应食用碘盐

本报讯 （记者包凌雁 通讯
员胡彦） 从研发园到天一广场，
从海晏路到中山路，移动5G信号
已经全面覆盖。不仅如此，在昨
日召开的宁波移动“5G 领航行
动”创新成果发布会上，我市 10
个区县 （市） 全部打通移动5G电
话。5G的应用，将给我们生活带
来更多的精彩。

目前，宁波移动分别和市图
书馆、宁波大学未来无线研究
院、海天塑机集团、正大杭州湾

（慈溪） 投资有限公司、中信银
行宁波分行、浙江中车电车有限
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达成
5G 战略合作，推进 5G 智慧图书

馆、5G 智慧教育、5G 智能工厂
及 5G 工 业 物 联 网 、 5G 智 慧 农
业、5G 智慧金融、5G 智能制造
等应用，构建 5G 产业融合新生
态 ， 做 大 做 强 5G 发 展 “ 朋 友
圈”，用 5G 为生产生活插上智能
化的翅膀。

据了解，宁波移动关于5G发
展的战略合作签约已近 20个。下
一步，宁波移动将广泛开展合
作，面向政府部门及各行各业打
造更多更丰富的5G应用，确保宁
波5G应用创新走在全国大城市第
一方队，到年底实现5G“百项应
用、千家企业”，满足各行各业对
新型信息化的需求。

区县（市）移动5G信号实现通话

本报讯 （记者王岚 通讯员
包静琴） 今年鄞州城区将新打造
五大区域共计 5万平方米花海，其
中全区最美“花海”游玩景点鄞州
公园一期花卉专类园将在本月下
旬全部完工，最早展现美丽景致。

绿化品质是一座城市发展软
实力的重要支撑。近年来，鄞州
区积极打造“四季花脉”，以全域
景区化的新理念、美丽常态化的
新目标，打造“四季有花、处处
有景”的花漫绿意鄞城。

结合公园绿地品质升级、绿
化带改造提升等工程，鄞州区将
在鄞州公园一期、鄞州公园二
期、院士公园绿地、鄞州区政府
周边政府职能带绿地和南部商务
区 （宁南路与泰安中路东北角）
打造花卉专类园，进一步扩大花
海面积，增强花卉观赏性，让市

民感觉生活在花的海洋里。
其中鄞州公园一期项目总面

积约 5000 平方米，将打造 9 个花
卉专类园，以鲁冰花、南非万寿
菊和月季品种为主。目前“花
海”造景效果已经初步显现。鄞
州公园二期，计划以路易斯安娜
鸢尾为环全园湖的点缀花卉。同
时在生态保育区开辟粉黛乱子草
花海，面积达 8000平方米。花海
内设置园路、小广场，便于游客
游览拍照。值得一提的是，目前
生态保育区的大花金鸡菊已经盛
放，有兴趣的市民可以先行观
赏。院士公园一期将增加 1000平
方米以郁金香为主的花海。

为方便市民赏花、识花，鄞
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还专门绘制
了五大区域全年赏花时间表供市
民参考。

鄞州城区将再添5大区域花海

鄞州公园花海一角。 （王岚 包静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