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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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和途径：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电子版详见 http:
//www.cjhaidebio.com/cn/newsd.php?nid=22&td -
sourcetag=s_pcqq_aiomsg；查阅纸质报告书请以电话或
邮件方式联系建设单位，同时企业安环处现场放置纸
质报告书，以便公众查阅。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评价范围内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cjhaidebio.com/cn/newsd.php?nid=

22&tdsourcetag=s_pcqq_aiomsg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电话、传真、电子邮件、信函等方式

向建设单位提交公众意见表。对本项目建设及环评工
作的意见和看法可联系希杰海德 （宁波） 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周工 86280532、环评单位浙江省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丁工87377808。

邮寄地址：镇海区澥浦镇凤翔路799号
电子邮件：40158813@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可在本次公示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向建设

单位提出宝贵意见。
希杰海德（宁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 杰 海 德 （ 宁 波 ） 生 物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年产3500吨氨基酸生产线技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宁波市海曙区 DQ-02-h2地块 （洞桥镇沙港村 1号商住
地块） 已列入年度土地出让计划。因地块出让需要，需在土
地出让前对上述地块内的电力、通讯、供水、排水、燃气、
人防工程等设施进行排摸，以确保该地块内地下无管线及设
施。请相关权属单位于见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到宁波市
海曙区洞桥镇人民政府进行登记确认，逾期不予登记的，视
作该区块内相关设施迁移完毕，由此可能造成的后果由权属
单位自行承担。

附图：
联系人：邹凌枫
联系电话：88434696
联系地址：宁波市海曙区

洞桥镇人民政府城建办202室
宁波市海曙区洞桥镇人民

政府
2019年8月14日

宁波市海曙区DQ-02-h2地块（洞桥镇
沙港村1号商住地块）地下设施登记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栎社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货运区快件中

心海关监管设备采购及相关服务项目，项目业主为宁波机场与
物流园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招标人为宁波机场与物流园区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招标代理人为浙江凯翔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
司，建设资金来自财政与自筹，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项目已具
备招标条件，现对货运区快件中心海关监管设备及软件系统的
采购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宁波栎社国际机场。
建设规模：智能查验分拣系统共建设10条在线查验线和2条

快速通道，其中快件进口线 6 条，快件出口线 2 条。跨境 BC 进口
线 1条，跨境出口线 1条，跨境进口和出口快速通道各 1条（需要
具备双向传输功能）；卡口系统含 3 进 3 出集装箱货运通道，1 条

（进出）行政通道。国际货运业务服务平台包括（代理应用端、监
管应用端、监管数据集成）及硬件支撑。

项目总投资：/。
招标控制价：19759926元。
招标范围：宁波栎社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货运区工程快

件中心海关监管设备及相关服务项目系统建设（包括智能查验
分拣系统、卡口系统、国际货运业务服务平台等，其中软件端口
须与海关接口无缝对接）的供货、安装调试（试运行）、验收、售后
服务及保修等内容。

标段划分：1个。
交货地点：本工程工地现场。
交货期：收到招标人书面通知后，75日历天完成供货及安装

并验收合格。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资格要求：
3.1.1 投标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具备独立法

人资格；
3.2投标人须委派壹名项目负责人；项目负责人资格要求：机

电相关专业工程师及以上职称。项目负责人委任书格式按招标
文件专用条款格式填写。

3.3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
要求：/；

3.4资格审查：本项目采用资格后审。
3.5其他要求：

（1）投标人、法定代表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不得有违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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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中标候选人公示前，招标代理人对中标候选人及其法
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的失信信息等进行查询，如为失信企
业或失信被执行人的，取消其中标候选人资格，本项目重新招
标。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不正当竞争法》《宁波市重点工程项目参建单位和从业人员不良
行为记录和公示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浙江省机场集团
有关规定，被国家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及浙江省机场集团列入禁
止交易名单的单位和个人不得参与本项目的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规定的招标文件下载时间内（北

京时间，下同，详见时间安排表）登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站（http：//www.bidding.gov.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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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即投标截止时间，下同）详见时间
安排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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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逾期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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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机场与物流园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栎社国际机场
联系人：李工
电话：0574-87423895
传真：/
招标代理机构：浙江凯翔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云龙镇云彩路487号
联系人：赵丽芸、贺意波
电话：0574-83033570
传真：/

宁波栎社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货运区快件中心海关监管设备采购及相关服务项目招标公告
交易登记号：G3302030000005011001

机构名称：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公司创新营业部

机构编码：000017330212800
机构住所：宁波市鄞州区下应街道湖下路217号

401-3-2-1、401-3-2-3室
经营区域：宁波市
成立日期：2019年7月2日
颁发许可证日期：2019年7月22日
许可证流水号：0238993
机构负责人：苏志杰

联系电话：0574-87680916
客户服务电话：95511
邮政编码：315104
业务范围：企业财产损失保险、家庭财产损失保

险、短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建筑工程保险、安装
工程保险、货物运输保险、机动车辆保险、船舶保险、能
源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一般责任保险、保证保险、信用
保险、种植保险、养殖保险、代理国内外保险机构检验、
理赔、追偿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事宜，经批准的其他业
务。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公司创新营业部设立的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批准，同意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设立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创新营业部，现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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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仁

风力超强、雨量超大、范围超
广、时间超长、破坏力超大……刚刚
过去的超强台风“利奇马”，虽没有
在宁波直接登陆，但狂风暴雨也带
来了不小的影响。据有关部门统计，

“利奇马 ”共造成我市 10 个区县
（市）145 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在
防御“风王”的战斗中，宁波全城动
员、全力应对、全面防范，全市上下
展现出了强大的“宁波力量”。

群众安危，高于一切。面对这场
“1956 年以来登陆浙江综合致灾强
度最高”的台风，我市始终把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要位置，按照

“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的目标，统
一部署推进各项工作。立足于提前防
范、科学调度，气象部门及早发布预
警信息，水利部门预先腾出大中型水
库的库容；按照防台等级转进要求，
海上作业的船舶及时进入锚地和安
全水域避风，沿海、内河客（渡）运航
线和陆上的客运班线适时停发；各级
领导靠前指挥，科学研判风情、雨情、
汛情，积极组织动员力量和物资，有
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人员避险和防
洪、排涝、防止次生地质灾害等工
作。这些，为集中力量防范“利奇马”
创造了有利条件。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
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利奇马”肆虐
之际，交通、通信、电力、市政等部门
和有关方面的抢险、救援队伍，逆风
而行，冲锋在一线、战斗在一线，堪
称台风中的“逆风而行者”。10日凌
晨，千年古刹天童寺被洪水穿寺而

过，300 余名群众被困。关键时刻，
部队官兵、公安干警、民兵站了出
来，顶着狂风，冒着暴雨，徒手在洪
水中开辟了一条“绿色通道”。“我们
是和台风比速度的人。只有快一点、
再快一点，才能赶在灾害发生之前
守住人民群众的安全！”军警民携手
接力，谱写出一曲众志成城的动人
赞歌。风雨就是号角，灾情就是命
令。这次防台期间，我市 4.3 万名各
级防台责任人全部进岗进位，投入
应急救援力量 14万余人次，他们为
甬城撑起了一把安全的“保护伞”。

风雨激荡，考验着基层党员干
部为民服务的初心。在象山西周镇
栲树岭村，镇村干部挨家挨户地做
老人转移避险的思想工作，不少同
志一天一夜不曾合眼；在慈溪宗汉
街道史家村，党支部书记史正军带

领 15名退伍老兵组成抢险队，清理
积水，帮助村民恢复正常的生产生
活；在鄞州姜山镇墙弄村，党支部书
记翁阳明在防汛抢险一线连轴转了
近 20个小时后，病倒在自己的工作
岗位上；在宁海黄坛镇兴坛村，党支
部书记徐建野冒雨四处奔走，蹚水
排摸危房、排查险情、转移群众；在
镇海澥浦镇觉渡村，党总支书记郑
云左脚受伤打着绷带，强忍伤痛拄
拐到村委会布置防台工作……在灾
情最严重的地方、受灾群众最集中
的地方、救灾困难最大的地方，总有
党员干部们忙碌的身影。

在抢险救援中，无数志愿者不
停奔走于最需要的地方，成为一道
道亮丽的城市风景。宁波高新区有
一支由 20多名车主组成的“酷越应
急救援队”，在台风到来之前，他们

就做好了准备，并与相关部门取得
联系，哪儿有险情就赶到哪儿救援。
他们利用越野车涉水能力强的功
能，自备拖车绳、拖车钩、打电线、急
救包、绞盘等工具，把一些蹚水“趴
窝”的车辆拖出来。一天之内，就救
援了 20 多辆车……像这样的志愿
者队伍，宁波还有很多很多。风雨
中，那些闪亮的瞬间，那些无私的援
助，值得永远铭记。

那些在灾害面前不屈不挠、互
帮互助的人们，更是给了我们信心
和力量。在受灾比较严重的鄞州区
东吴镇，许多村民未等大水完全退
去便从安置点赶回家，准备“收拾收
拾重新生活”。在自然灾害面前，他们
哭过、慌过，但从未犹豫过、放弃过；
北仑“送粥奶奶”，给避灾的工人送
来 200 多个热包子；奉化裘四村的

“长者饭堂”，为老人上门送餐……
亲帮亲、邻帮邻，大家一起守望相
助，重建家园，凝聚起了一股“一方
有灾，八方相助”的强大合力。

风雨同行、干群同心，再大的困
难也阻挡不了人们前进的步伐。正
如一位网友在甬派留言：“台风过
后，我们见证一座城市的温情与坚
守，也见证灾后恢复的信心和斗
志。”是啊，“利奇马”所激荡出的“宁
波力量”，何尝不是一笔宝贵的精神
财富。有了这种力量，我们一定能够
把灾害造成的损失夺回来，我们一
定能够把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

防御“风王”展现的“宁波力量”

赵继承

据市防指统计，截至 11 日 16
时，台风“利奇马”造成全市 10个区
县（市）145 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
受灾人口超 50万，农林牧渔业损失
较大，基础设施受损严重，公共巨灾
保险理赔报案量激增。

如今，台风过去，洪水已退，留
下的是重建家园、恢复生产生活的
重任。我们同样需要激荡“宁波力
量”，抢抓时间，主动作为，做好救灾
减灾工作，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我们看到，8 月 7 日，市防指发
布防御通知后，全体党员干部迅速
做好准备工作，进入战斗状态，管理

避风船只、加固无动力船舶、预减山
塘水库蓄水量、组织转移人员、抢险
分队和物资待命……正因为反应迅
速，把一个个防御措施落到实处，才
为防御“利奇马”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重建家园过程中，同样需要反应
迅速，深入灾区开展灾情核查评估
工作，摸清核实各行各业受灾情况，

为灾后恢复生产打好基础。抓紧把
物资、资金送到灾区、派上用场，投
入灾后受损基础设施修复和重建
工作。

我们看到，面对“不死人、少伤
人、少损失”的目标，全市党员干
部、部队官兵、消防救援力量、公安
干警逆风而行，奋勇作战、连续作
战，努力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
全。在重建家园过程中，面对恢复
群众生活秩序、开展灾后生产自
救、抢修受损基础设施、防范各类
次生灾害等重任，我们仍然要拿出
奋勇作战、连续作战的作风，保障
受灾群众衣食无忧、有住处、有干
净水喝、有病能及时医治，尽快完成
受淹房屋修缮改造，尽快恢复电、
水、气、通信等设施，尽快恢复公共
交通秩序。

我们看到，面对公路塌方、电力
设施故障、通信中断、城区内涝等险
情灾情，宁波军分区的官兵赶来了，
他们卷起裤脚跳入洪水；中国电信
的员工赶来了，自发加入抢险救灾
的洪流；中车办负责人带领员工志
愿者赶来了，主动担起抗台抢险的
重任；120 医务队赶来了，在洪水中
一站就是 3个多小时……汇成了万
众一心、众志成城抢险救灾的动人
画卷。在重建家园过程中，仍然需要
党政军民、各级各部门、各社会组织
和志愿团队齐心协力，守望相助，带
着责任、带着感情，为群众解忧、为
基层解难。

重建家园仍需激荡“宁波力量”

朱晨凯

最近，宁波电视台的 《民生
问政 服务问效》 第二季曝光了
油烟扰民现象，引发社会关注，
整治工作也在持续进行。8 月 11
日，中国宁波网刊登一则民生新
闻：网友“一页台北”在今年 7
月曾投诉称，其所在小区底层商
铺大部分为餐饮店，烟道和油烟
净化机竟然安装在小区里，油烟
直冲小区窗户，给居民生活带来
严重困扰。经过职能部门多次整
改，8月 6日下午 6时许，记者再
次前往现场，发现情况依然没有
改变。

面对明确的整治目标和针对
性很强的问题，职能部门多次
整治，却“涛声依旧”，令人费
解——油烟扰民难治理，究竟难
在哪？

难治理，很多时候源自事先
埋下的“伏笔”。一些餐饮店开店
前，审核和规划部门存在审核不
严、与原先规划不符的情况。比
如，《民生问政 服务问效》第二
季里提到，北仑区小港街道锦绣
名苑小区在设计之初，就规划好
只有三间商铺可以用作餐饮用
房，但实际上楼下沿街商铺几乎
全是餐饮店。和规划相去甚远，
问题自然多发，治理难度也提高
不少。

对 有 油 烟 排 放 问 题 的 餐 饮
店，往往“请神容易送神难”。设
备升级、改变排放方式，显然会
增加经营成本，餐饮店难有整改
积极性，也容易让双方陷入“捉
迷藏”境地：你来查了我关门，
等你走了我继续。在治理成本有
限的情况下，整治很难见到实效。

难治理，也源自治理机制不

完善。餐饮店营业执照审批属于
市场监管部门，现场核查属于城
市管理部门，油烟污染排放和噪
声影响监管又属于生态环境部
门。究竟归谁管？谁来牵头？这
个问题没弄清楚，加上联合执法
机制不完善、力度不到位，部门间
存在相互踢皮球的情况，治理就会
流于形式。比如《民生问政 服务
问效》第二季曝光，个别执法人员
到现场仅仅走个过场，有的执法时
间仅三分钟，只管自己负责的“一
亩三分地”。每个部门都做了“分
内事”，但“九龙治水”就会“谁
都在治理，谁都觉得难治理”，无
助于问题解决。

建立和完善联合执法机制，
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明确责任单
位、责任人，在执法中强调效
果，依法行事，违法必究，经常

“回头看”，杜绝“捉迷藏”现
象，让“群众放哨、街道吹哨、
部门报到”的治理机制真正落到
实处。严格事先审批，也能有效
避免问题再发生。审批越严格，
环保门槛越高，后续出现问题的
可能性就越小。相比问题发生后
带来的麻烦，事先多花点精力是
有必要也很“划算”的。比如，
广州在餐饮场所污染防治管理
中，探索将工业企业普遍适用的
排污许可证引入餐饮业环境管理
之中，这种“高门槛”，把许多有
问题的餐饮店挡在门外，减少了
油烟扰民现象。

城市发展过程中，问题错综
复杂，遇到有难度的“活”是常
态。对有可能发生的问题做好预
防，对已经发生的及时整改，找
出根源，迎难而上，及时解决问
题，是城市治理应有的姿态，也
是对市民负责的应有之义。

油烟扰民难治理
究竟难在哪

“利奇马”肆虐期间，民兵在鄞州区东吴镇转移受灾群众。（徐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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