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22 日—8 月 26 日，第 32 届
宁波国际汽车博览会暨智能、互联
及新能源汽车展览会将在宁波国际
会展中心揭幕。本届车博会特设豪
车馆和新能源汽车馆，并有多款新
车提前与消费者见面。

作为华东汽车大展，宁波车博
会已经连续举行了 31届，成为宁波
车市的风向标。车博会上将云集目
前市场上的热销品牌，并且很多品
牌是全系车型展出。

为了满足车迷的需求，本届车
博会特别开设豪车馆。兰博基尼、玛
莎拉蒂、迈凯伦……如果想一睹这
些豪华车的芳容，不妨去豪车馆看
看。此外随着绿色环保风的大行其
道，举着节能省油牌的新能源车在
宁波街头不断涌现，特斯拉、蔚来这
些高端新能源车型也日渐成为精英
人士的新宠。车博会将特设新能源
汽车专馆，让消费者感受汽车新势
力，体验科技新趋势。

厂方对历届车博会都很重视，
本届也不例外。届时厂方直销，厂家
特惠，很多车型将低于团购价。对于

想在下半年购车的消费者来说，将
是一次难得的购车时机。

赏车、购车、玩乐……车博会不
仅将呈现一场华丽的汽车盛宴，还
有数十款新车将在现场发布。现场
有丰富多彩的活动及香车美女的亮
相，各种观赏、体验、互动内容引爆
全场。全家欢乐嘉年华精彩纷呈，车
仔宝贝将带您游车博会，现场派发

车仔护照，集齐印章就可赢取神秘
礼品，让您尽情享受汽车带来的美
好生活。

本届车博会为期 5 天，每天特
设免费地铁接驳巴士，让观众除自
驾车、公交车外多一种交通选择。您
可乘坐地铁一号线到海晏北路站，
出站就有免费接驳巴士直接送至会
展中心。 （王颖）

豪车新能源车同台争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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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运通Human Horizons旗下
豪华智能纯电品牌高合HiPhi全球首
发的第一款量产定型车高合HiPhi 1
近日首发，定位豪华全域智能纯电超
跑SUV，剑指全球高端市场。

在智能汽车业务板块的推进过
程中，华人运通提出通过H.U.A（华）
三个维度的创新思考来打造未来出行
的全新品类，其中H代表整车开发、U
代表车路协同，A代表互联共享。

基于H.U.A（华）开发理念所打

造的高合HiPhi 1具备三大特点：能
成为城市的节点，连接更广阔的世界；
能提供开放的平台，创造更丰富的场
景；可持续的学习，进化成更高阶的
智慧。高合HiPhi 1这样一款真正面
向未来的产品，超出了单纯交通工
具的范畴，诠释智能汽车新品类。

高合 HiPhi 1 运用“光塑形”设
计哲学，以突破传统的未来工业设
计、高识别度的品牌调性、时尚丰富
的细节品位，让每个线条不止惊艳，

更将激活从未有过的完美驾乘体验。
高合 HiPhi“光塑形”设计哲学

来自于绘画、雕塑、建筑等所有伟大
艺术的共通点，迎合了人们的生活
与向往，通过捕捉光线或与光的互
动，寻找触动人心的生命力。与其形
容车是微形建筑或流动的雕塑，设
计师更相信车是与现代社会共存的
生命体，它有外貌、内在及灵魂。尝
试捕捉美丽的光不是体量的堆砌，
而是灵感的来源。 （王颖）

豪华智能纯电超跑SUV 高合HiPhi 1首发

关于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海曙支公司集士港营销服务部营业场所变更的公告
经宁波银保监局备案完成，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海曙支公司集士港营销服务部的营业场所由宁波市海曙区集士港镇元禾村商贸

路20号迁至宁波市鄞州区下应街道湖下路217号401-2室。根据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1.机构名称：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海曙支公司集士
港营销服务部

2.机构编码：000014330212001
3.机构住所：宁波市鄞州区下应街道湖下路217号401-2室
4.经营区域：宁波市
5.成立日期：2002年9月18日
6.许可证颁发日期：2019年8月5日
7.许可证流水号：0238997

8.机构负责人：陈微波
9.联系电话：0574-81850169
10.客户服务电话：95500
11.邮政编码：315100
12.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

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
户的咨询、投诉；经公司核保，营销服务部可以打印保单；经公司授权，营销服
务部从事家财险、雇主责任险的查勘理赔。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2019年G1512（甬金高速）宁波段交安设施、中

分带护栏改造已由宁波甬金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列入计划，资金
来源为自筹，招标人为宁波甬金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项目已具
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实行资格后审，资格审
查最低要求详见公告。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甬金高速是浙江省“两纵两横十连”公路主骨架的“十连”

之一，是浙江省中部一条重要的交通运输干线。甬金高速宁波
段为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全长 42.25km，其中起点（KO+000）
至溪口互通段（K17+373.643），最高限速为 100km/h，路基宽
26.0 米，里程长 17.3736km；溪口互通立交（K17+373.643）至终
点剡界岭段（K42+250），最高限速为 100km/h，路基宽 24.5 米，
里程长 24.8764km。甬金高速 2002 年 11 月正式开工，2005 年 12
月通车运营。

招标范围：招标范围内的交安设施、中分带护栏改造安装
等。

工期要求：120日历天。
建设地点：宁波市。
质量要求：按国家和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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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

（公路安全设施分项）壹级资质或具备交通运输部（或省级交通
主管部门）颁发的公路养护工程二类（甲级）从业资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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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无违法行为记录（违法行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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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相关部门的官方网
站查询结果为准）。

3.4 列入“黑名单”的单位和个人受到限制当事人资质、资
格等方面的行政处理决定且处在处罚期的，限制其参与宁波市
公共资源交易活动；列入“黑名单”管理范围的其他行政处理决
定，限制其参与投标｛具体按照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宁波
市公共资源交易“黑名单”管理办法的通知（甬政发【2014】119
号）执行｝。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9年 8月 6日到 2019年 8月

23日 16时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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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下载招标
文件的投标人，其投标文件作否决投标处理。

4.2招标文件下载费用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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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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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保证金
5.1金额：人民币壹拾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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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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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证金到账截止日期：2019年8月23日16时（北京时间，以
资金到账时间为准），咨询电话：0574－87861127（中国银行）。

形式②：银行保函
银行保函应由投标人开立基本账户的银行开具，银行保函

需采用招标文件专用条款提供的格式，且应在投标有效期后30
天内保持有效，招标人如按规定延长了投标有效期，则投标保
证金的有效期也相应延长。

5.2 退还时间详见第二章“投标人须知”保证金条款（银行
保函形式的不予退还）。

6.投标文件的递交
6.1招标人不组织现场踏勘和投标预备会。
6.2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19年8月28日9时30分，投标文件必须在上述时间前递交至
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指定开标室（宁波市宁穿路1901号市
行政服务中心4楼），具体受理场所安排详见大厅指示屏。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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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招标公告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www.

bidding.gov.cn）、宁波日报、宁波市国资委网站（http://www.
nbgz.gov.cn）、宁兴（集团）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nshhk.
com）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甬金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江南路666号宁兴大厦22楼
联系人：张工 电话：15306660982
招标代理机构：中冠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高新区新晖路155号东城国贸19楼
联系人：陈小云、杨利波、梁凯
电话：0574-87751301

2019年G1512（甬金高速）宁波段交安设施、中分带护栏改造项目招标公告

标段号

001

金额

（元整）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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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0198367105

0500863-1025

受委托，本公司将在中国拍卖行业网络拍卖平台上 https：//paimai.
caa123.org.cn)举行拍卖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1、位于宁波市海曙区洞桥镇洞桥明苑小区的商铺。建筑面积约 77m2-

164m2；参考价7000元/m2－10000元/m2；保证金：10万元/套。
2、位于粮丰小区 2 号楼 501 室的住宅。建筑面积约 185m2，参考价 6800

元/m2：保证金：10万元/套。
具体面积、起拍价等详见拍卖清单，拍卖清单向本公司索取。
注：每笔保证金仅限竞买一个标的，过户税费按法律规定各自承担。上述标的可

由但不限子鄞州银行洞桥支行对符合按揭贷款条件的买受人提供按揭贷款；联系人：
郑经理0574-82819093，15858404337；银行地址：洞桥镇鄞城大道1227号。

二、拍卖日期：2019年9月5日9时起；
三、标的咨询、看样：即日起至2019年9月3日止可自行前往实地看样或

提前与本公司联系看样及咨询相关事项和查阅相关文件。
四、保证金缴纳及竞买登记：竞买人须于2019年9月4日16时前将拍卖保证金

缴入拍卖人指定账户（户名：宁波市产权拍卖有限公司，账号：40010122000521548，
开户行：宁波银行江北支行，保证金以到本公司账户为准），并于2019年9月5
日17时前，持银行进账单及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至本公司办理拍卖登记手续。
未尽事宜详见拍卖专场资料，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nbcapm.com）查询。

为方便竞买人报名，我司于2019年9月3日、4日(工作时间)在洞桥镇明
江东路17号(原城管执法处)设临时报名点。

五、拍卖方式：有保留价的网络增价拍卖。
六、咨询电话：0574-87319000 13736166216陈先生

公司地址：宁波市江北区江安路钻石商业广场18号8-4室
宁波市产权拍卖有限公司

洞桥商铺、住宅拍卖公告

豪车亮相车博会。 （陈浩 摄）

据新华社比什凯克8月6日电
（记者关建武） 吉尔吉斯斯坦中资
企业经营的金矿 5日被吉民众非法
冲闯，中方员工遭暴力殴打，数十
人受伤。中国驻吉使馆提出严正交
涉，要求吉方全力救治伤者，彻查
情况，严惩肇事者。

中吉矿业有限公司在吉尔吉斯

斯坦纳伦州经营的“索尔通-萨
雷”金矿上，数百名当地居民 5日
举行示威集会，要求企业停工并撤
离，部分集会者非法冲闯矿区，暴
力殴打中方员工。

事件发生后，中国驻吉使馆第一
时间同吉方严正交涉，要求吉方增派
警力并采取切实措施，保护中国企业

合法权益和中国公民人身安全。
记者从使馆了解到，冲突发生

时，矿上约有 170名中国工人，其
中数十人不同程度受伤，伤势较重
者目前分别在纳伦州和首都比什凯
克的医院接受治疗。据吉卫生部通
报，所有伤者目前伤势稳定，正接
受妥善治疗。

中国驻吉大使杜德文 6日紧急
约见吉副总理拉扎科夫。杜德文敦
促吉方及时救治中方伤员，并对事
件展开彻底调查，严惩行凶者，对
事件中不作为警员追究责任。拉扎
科夫表示，吉方高度重视中国企业
和中国公民合法权益，将采取一切
必要措施救助伤者，并立即对事件
展开公正客观调查。

在中方交涉和敦促下，吉第一
副总理、吉内务部部长和纳伦州州
长已赶赴事发地协调处理事件。

目前，事态已经平稳，中企员
工已陆续从矿上撤回到比什凯克。
杜德文到医院慰问伤者。

吉部分民众非法冲闯中企项目

中国使馆敦促吉方严惩肇事者

8 月 6 日，在智利首都圣地
亚哥，一名用户在手机上使用滴
滴出行软件。

中国一站式移动交通平台滴
滴出行 6日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
正式开始运营。今年 4月，智利
总统皮涅拉在北京出席第二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之际，造访滴滴北京总部。皮涅
拉表示，欢迎滴滴到智利发展，
参与智利交通转型项目，助力智
利达成智慧城市和交通电气化目
标。 （新华社发）

滴滴出行
在智利运营

新华社平壤8月7日电（记
者刘艳霞 江亚平） 据朝中社 7
日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6日凌晨观摩了新型战术导弹发
射，并表示此次军事行动是对正
在举行的韩美联合军演的“适
当”警告。

报道说，两枚战术导弹发射
于朝鲜西部作战机场。导弹在飞
越朝鲜首都圈地区和朝鲜中部内
陆地区上空后，精确打击了位于
朝鲜东海上的目标岛。通过此次
发射，“新型战术制导武器系统

的可信度、安全性和实战能力得到
了不容置疑的验证”。

报道说，金正恩对此次成功发
射新型战术导弹给予高度评价，并
指出此次军事行动是对正在举行的
韩美联合军演的“适当”警告。随
后，金正恩会见了参与此次发射的
国防科学部门的领导干部、科学家
和军工部门工人，并同他们一起合
影留念。

根据此前报道，金正恩分别于
7 月 31 日和 8 月 2 日指导并观看了
朝鲜新开发的大口径火箭炮试射。

金正恩观摩导弹发射

新华社华盛顿 8 月 6 日电
据美国媒体 6日报道，美国驻俄
罗斯大使洪博培当天以个人原因
向美国总统特朗普递交辞呈，计
划于10月初离任。

据 《盐湖城论坛报》 报道，
洪博培在辞职信中说，他选择在
任职两年后离开是为了有更多时
间陪伴家人。他将于10月3日离
任，以确保有足够时间与后任大
使交接。

洪博培在信中形容当前美俄
关系处在“历史性困难时刻”。
他说，美国应继续让俄罗斯为威
胁美国及其盟友的行为承担责
任，但同时也不应忽视两国间的
共同利益。两国未来应增加人员
交流，在反恐、军控等领域保持
沟通渠道畅通。

一名白宫官员当天向《盐湖城
论坛报》证实，白宫方面已收到洪
博培的辞职信，“我们感谢他对国
家的服务，赞赏其为改善美俄关系
所做的努力”。

据多家美媒报道，洪博培辞职
后有意再次竞选犹他州州长。

洪博培是共和党人，曾任犹他
州州长，2009 年至 2011 年担任美
国驻华大使，2017 年起担任美驻
俄大使。

自特朗普上任后，美俄关系持
续紧张，双方在“通俄门”、乌克兰、
军控、叙利亚等问题上龃龉不断。美
国对俄罗斯实施一系列制裁，均遭
到俄方强烈反对。本月 2日，苏联和
美国于 1987 年签署的《中导条约》
正式失效，美俄双方相互指责对方
应为条约失效承担责任。

美驻俄大使递交辞呈

新华社哥本哈根8月7日电
（记者林晶） 丹麦首都哥本哈根
北部一税务局办公楼外 6日晚间
发生爆炸事件，造成大楼外立面
玻璃碎裂，大楼入口损毁严重，
但未造成人员伤亡。

哥本哈根警察局长约尔根·
斯科夫 7 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警局 6 日晚 10 时 16 分接到报警
电话后赶往现场，随即临时封锁
了附近道路。爆炸发生时楼内有
两名清洁人员，他们并未在爆炸

中受伤。
斯科夫说这是一起蓄意破坏事

件，目前动机不明。发生爆炸的税
务局办公楼正对主要交通枢纽北港
火车站，警察局已在火车站设立了
临时警站，以便附近居民提供线
索。

丹麦首相梅特·弗雷泽里克森
7日在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称
爆炸是一起绝不能接受的暴力事
件，是对首都安全的挑衅，政府将
加强安保措施，并严惩罪犯。

丹麦一税务局大楼遭袭击

新华社伊斯兰堡 8 月 7 日电
（记者蒋超） 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
7日发表声明说，巴方决定降低与
印度的外交关系级别并中断双边贸
易。

声明说，巴总理伊姆兰·汗当天
在总理府主持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
会会议，讨论了印度政府单边非法行

动引起的紧张局势，以及印控克什米
尔地区和印巴实际控制线的局势。

声明宣布采取其他三项行动，
包括检讨双边安排；将情况向联合
国及其安理会呈报；将在今年 8月
14 日巴基斯坦独立日当天，声援
克什米尔地区民众“争取自决权利
的正义斗争”。

此外，声明还宣布将8月15日
印度独立日设立为巴基斯坦的“黑
色日”。

声明说，伊姆兰·汗已命令军
队保持警戒状态。

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晚间发表
声明说，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
定，正式驱逐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

专员 （大使），并召回巴基斯坦驻
印度高级专员 （大使）。

印度政府 5日宣布废除当前执
行的宪法第 370条，取消此前宪法
赋予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特殊地
位。巴基斯坦外交部对此予以强烈
谴责，表示将利用所有可能的选项
反对印度这一非法措施。

巴基斯坦宣布降低与印度外交关系级别
并中断双边贸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