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慈城新区I-5-a地块项目由宁波品富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开发建设，项目位于江北区慈城镇，北至慈

江西街、南至和政街、西至惠通路、东至和畅路。项

目总用地面积 41574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88249.41平

方米。根据宁波市有关规定，项目以公开招标的方式

选聘物业服务企业进行前期物业管理，现将招标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标单位：宁波品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投标对象：具有通过前期物业招投标获取单

项9万平方米以上规模多业主住宅项目合同业绩的物

业服务企业。

三、报名日期：投标申请人请于 2019 年 8 月 26

日上午10:00-11:00 （其余时间不予受理），携以下资

料到江北区慈城镇尚志路 60 号慈城镇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2号大厅前期物业招投标受理窗口报名。

1、投标申请书；

2、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正本和副本 )；

3、企业概况和投标申请人通过物业招投标获取

单体9万平方米以上规模多业主住宅项目的前期物业

管理业绩证明(提供备案过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复印件)；

4、拟派出的项目负责人简历、物业上岗证书、学

历证书(大专及以上)、信用档案或所属主管部门开具的

信用证明等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2019 年 5 月至 7 月的

社保缴费证明；

5、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的，需提交授权委托书；

6、本市行政区域外的物业企业参加报名时需提交

《外地物业服务企业进甬登记备案表》；

7、获招标人推荐的需提交招标人出具的推荐书。

若资格预审合格的投标单位超过五家，在公证人员

监督下由招标单位在其中抽签决定参加竞标的五家投标

单位，获招标人推荐的为当然投标人单位。获得竞标资

格的投标单位需向慈城镇城乡建设管理局提交壹万元投

标保证金，提交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8 月 26 日 16:00，银

行：建行慈城支行，户名：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财政局

非税资金专户，账号：33101985336050502681。

联系人：孔小姐

联系地址：鄞州区江南路599号科技大厦4楼

联系电话：0574-87031582

关于慈城新区I-5-a地块项目前期物业管理服务招标公告
慈 城 新 区 I-13-b 地 块 项 目 由 宁 波 品 富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开 发 建 设 ， 项 目 位 于 江 北 区 慈
城镇，东至西官山河路,南至和政街,西至保黎南
路, 北 至 慈 江 西 街 。 项 目 总 用 地 面 积 57932 平 方
米 ， 总 建 筑 面 积 120019.18 平 方 米 。 根 据 宁 波 市
有 关 规 定 ， 项 目 以 公 开 招 标 的 方 式 选 聘 物 业 服
务企业进行前期物业管理，现将招标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招标单位：宁波品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投标对象：具有通过前期物业招投标获取单

项 12 万平方米以上规模多业主住宅项目合同业绩的
物业服务企业。

三、报名日期：投标申请人请于 2019 年 8 月 26
日上午 9:00-10:00 （其余时间不予受理），携以下资
料到江北区慈城镇尚志路 60 号慈城镇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2号大厅前期物业招投标受理窗口报名。

1、投标申请书；
2、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正本和副本 )；
3、企业概况和投标申请人通过物业招投标获取

单体 12 万平方米以上规模多业主住宅项目的前期物

业管理业绩证明(提供备案过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复印
件)；

4、拟派出的项目负责人简历、物业上岗证书、学历
证书(大专及以上)、信用档案或所属主管部门开具的信
用证明等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2019 年 5 月至 7 月的社
保缴费证明；

5、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的，需提交授权委托书；
6、本市行政区域外的物业企业参加报名时需提交

《外地物业服务企业进甬登记备案表》；
7、获招标人推荐的需提交招标人出具的推荐书。
若资格预审合格的投标单位超过五家，在公证人员

监督下由招标单位在其中抽签决定参加竞标的五家投标
单位，获招标人推荐的为当然投标人单位。获得竞标资
格的投标单位需向慈城镇城乡建设管理局提交壹万元投
标保证金，提交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8 月 26 日 16:00，银
行：建行慈城支行，户名：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财政局
非税资金专户，账号：33101985336050502681。

联系人：孔小姐
联系地址：鄞州区江南路599号科技大厦4楼
联系电话：0574-87031582

关于慈城新区I-13-b地块项目前期物业管理服务招标公告

因江北大河卡口拓宽工程 （孔浦段） 项目基础设
施建设的需要，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
例》（国务院令第590号）《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与补偿条例》《宁波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
办法》（宁波市人民政府令第 219 号） 等有关规定，
本人民政府依法作出江北大河卡口拓宽工程 （孔浦
段） 项目房屋征收决定 （北区政房征决 〔2019〕 第
01号），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收范围为：江北大河卡口拓宽工程 （孔浦
段） 项目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具体门牌为：大
庆北路 39弄 14号、大庆北路 61弄 29号。如有出入，
以区人民政府公布的征收范围为准。涉及房屋总建筑
面积约 0.17 万平方米，总征收户数 25 户，其中住宅
24户，非住宅1户。

上述范围内的被征收房屋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
回。

二、房屋征收部门为江北区房屋征收管理服务中
心，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为江北区孔浦街道拆迁办公室。

三、本项目签约期限为30日，搬迁期限为签约期限届
满之日起90日，具体起止时间由房屋征收部门另行公告。

四、江北大河卡口拓宽工程 （孔浦段） 项目房屋征
收决定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生效。

五、关于江北大河卡口拓宽工程 （孔浦段） 项目房
屋征收补偿方案可见征收项目现场公告，也可见江北区
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nbjb.gov.cn/。

被征收人对本房屋征收决定不服的，可自征收决定
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宁波市人民政府申请行
政复议，也可自征收决定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
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特此公告。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

2019年8月16日

江北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公告

8月26日 星期一

海曙 丰成村一带、继顺、宝珀、德诚、宝珀

（8:30-16:00）

8月27日 星期二

海曙 岐湖村一带 （8:30-16:00）

8月28日 星期三

海曙 岐湖村一带 （8:30-16:00）

江北 慈城镇白米湾村、红湾排涝站、叉车蓄电

池厂 （8:00-15:30）

8月29日 星期四

海曙 隆琨、旺时塑业 （8:30-16:00）

江北 庄桥街道新胜变压器 5001535186、新胜

充电桩5005164488（8:00-15:00）

8月30日 星期五

海曙 信谊小学专变 （5001334713）；市政泵站专

变 （5001334566） （8:30- 16:00） 石 碶 街 道: 路 灯

5002195996、地税局 5310111680、地税住宅公变、三

毛住宅公变、雅戈尔服装 5002207700、塘西陈江岸公

变、塘西陈公司公变 （7:00-14:30）

江北 洪塘街道地铁产业、排水公司泵站、通途

路灯箱变、两江景观1号 （8:00-16:00） 慈城镇上岙桑

园村 （8:00-15:30）

增加：

8月23日 星期五

江北 洪塘街道创新电器、星耀电器、恒一佰机

械 （7:30-15:20）

宁波供电公司

网址：95598.zj.sgcc.com.cn

计 划 停 电 预 告
为保证宁波国家高新区丹桂桥、星光路 1#桥、界牌碶

河桥桥头跳整治项目顺利进行，对施工道路实行交通管
制，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丹桂桥交通管制时间为8月25日—8月31日、星光
路1#桥、界牌碶河桥交通管制时间为8月31日—9月30日。

二、0：00～24：00以上路段实行半幅封道、半幅双向通
行，请过往车辆、人员注意安全。

三、凡涉及工程范围路段的地上、地下管杆线和设施的产
权单位，请派员携有效证件和相关证明资料于 2019 年 8 月 20
日至 2019 年 8 月 30 日期间，8:30～17:30 到宁波高新区开发投
资有限公司办理登记手续，逾期未办理而造成损失的，建设单
位概不负责。

联系人：叶先生 联系电话：87918683
宁波国家高新区（新材料科技城）公共项目建设中心（宁

波国家高新区建设房产监察大队）
宁波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交（巡）警大队

2019年8月19日

丹桂桥等桥头跳车整治项目施工公告

NINGBO DAILY10 国内国际//广告
2019年8月19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林金康

新华社北京 8 月 18 日电
（记者魏玉坤） 记者 18日从交通
运输部了解到，中国 ETC 服务
平台当日正式上线提供服务，车
主可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
ETC 服务专区或交通运输部官
方微信 ETC 服务平台免费在线
申办ETC。

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为实现不停车快捷收费目标，今
年底前，在籍汽车 ETC 安装率
将力争达到80%，高速公路入口
车辆使用比例达到90%，基本实

现不停车快捷收费。截至目前，我
国ETC发行量已达10696.74万。

这位负责人表示，为进一步推
动 ETC 发行工作，交通运输部联
合中国政府网共同推出中国 ETC
服务官方小程序平台，实现 ETC
线上免费办理、线下送货上门，并
向车主提供在线安装教程，自动激
活使用。目前，全国各地车主用户
可通过关注交通运输部官方微信公
众号或使用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
进入 ETC 服务专区进行办理、查
询等相关业务。

中国ETC服务平台
正式上线运营

今年七国集团（G7）峰会将于
24日在法国南部城市比亚里茨召
开。法国总统马克龙于 19日在法
国南部度假胜地布雷冈松堡与俄
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爱丽舍
宫发布消息称，两国领导人会晤
将聚焦伊朗核问题和叙利亚、利
比亚、乌克兰等地区局势问题。

分析人士认为，在美欧关系、
俄欧关系、俄美关系错综复杂的背
景下，G7峰会前夕的法俄首脑会
晤及其可能的会谈成果备受瞩目。

新华社巴黎8月18日电
记者 徐永春 刘芳

今年七国集团（G7）峰会将于
24 日在法国南部城市比亚里茨召
开。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表示，法国
作为 G7 峰会主办国与俄罗斯接触
十分关键。马克龙于 19日在法国南
部度假胜地布雷冈松堡与俄罗斯总
统普京举行会晤。

触及多项地区热点

布雷冈松堡位于法国南部瓦尔
省地中海沿岸，是法国总统的避暑
山庄。法国舆论认为，马克龙希望通
过当地优雅安静的环境，为法俄首
脑探讨棘手问题创造良好氛围。

伊核协议是考验当前美欧、俄
欧关系的焦点议题之一。分析人士
认为，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法国及
其欧洲盟友在伊核问题的处理中扮
演着美伊调解者的角色，为缓解海
湾地区紧张局势，加强同莫斯科在
伊核问题上的协调至关重要。

法国官员此前表示，当前第一

要务是避免伊朗因美国持续“极限
施压”而撤回更多伊核协议框架内
的承诺。法国希望俄罗斯利用自身
影响力，说服伊朗继续遵守该协议。

在叙利亚问题上，叙军方本月
初宣布，因反对派武装拒绝遵守停
火协议并多次发起袭击，叙军方将
重启在该国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军
事行动。爱丽舍宫官员曾表示，“我
们想对俄罗斯说的话很简单：发挥
你们对大马士革当局的影响，让军
事行动停下来”。

乌克兰问题是俄欧关系改善的
一大障碍。爱丽舍宫表示，乌克兰总
统泽连斯基执政后，做出了缓和乌俄
关系的若干姿态，使乌俄冲突有了转
圜空间。法国加大对乌克兰危机斡旋
力度的重点是推动“诺曼底模式”下
的俄、乌、德、法四国磋商，法国希望
俄方能对此予以积极回应。

俄罗斯《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
双月刊主编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表
示，乌克兰问题无疑是俄法首脑会晤
的重点议题，通过“诺曼底模式”协作
取得实质性进展符合各方利益。

会晤时机有玄机

分析人士指出，法俄两国均处
在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环境中，两
国领导人选择在 G7 峰会前夕会晤
大有玄机。

俄罗斯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
俱乐部项目主任季莫费·博尔达切夫
认为，法国是具有相对战略自主、外交
独立并具备足够资源实现外交目标的
西方国家。此次与普京的会谈，马克龙
代表的是法国，而不是西方或美国。

他认为，法俄首脑会谈后，马克
龙将在面对美国和主持 G7 峰会时
具有更明确的处理俄欧关系的立
场。对俄罗斯而言，虽然乌克兰问题
令俄欧关系深陷僵局，但普京能借
此会晤表明有意愿与欧盟国家展开
对话与合作。

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
常务副主任忻华说，马克龙认为美
国特朗普政府不能理解欧洲对外事
务的复杂性，也不能有效帮助欧洲
应对各种变化。马克龙选择此时邀
请普京访法，背后折射出美欧之间
的深层裂痕，也体现出马克龙彰显
法国作为地区大国的影响力和主导
地区事务能力的决心。

忻华认为，一方面，美英与伊朗
对抗的持续升级导致国际能源与大
宗商品的运输通道可能受阻，美伊
对抗还导致伊核协议岌岌可危，这
些都令欧洲焦虑；另一方面，乌克兰
向俄释放积极信号意味着乌克兰危
机或将趋缓。考虑到俄罗斯的战略
地位和军事能力，这两方面未来的
形势变化都与俄密切相关。

分析人士同时指出，从中长期

来看，法国希望欧洲进一步摆脱美
国影响，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而欧洲地区问题的解决必然绕不开
俄罗斯。爱丽舍宫的对外政策逐渐
显露出“戴高乐主义”的回归。

为重启关系做铺垫

马克龙上台执政后，曾于 2017
年和 2018年两次邀请普京访法，此
次是其任内第三次邀请普京。马克龙
6月在接受瑞士媒体采访时表示，他
希望“激发法俄关系的活力，并恢复战
略对话”，但同时强调俄罗斯在乌克兰
问题等方面“仍有一些工作要做”。

法国《世界报》评论指出，西方
与俄罗斯的关系如今面临两难，马克
龙的种种表态表明，他想改善法国与
俄罗斯的关系，同时也充分了解西方
与俄罗斯之间的“结构性分歧”。

分析人士认为，法俄关系复杂
微妙，马克龙与普京的关系也多次
起伏。但在美国大行“单边主义”路
线、欧洲政治日益碎片化的背景下，
法俄均意识到要在承担起领导欧洲
的责任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可以想见，在诸如乌克兰、叙利
亚等复杂问题上，仅凭一场领导人
会晤很难从根本上解决俄法、俄欧
之间的深层次问题，但马克龙和普
京的这次会谈可能为勾勒下一步俄
法、俄欧关系走向做好铺垫。

G7峰会在即
马克龙“款待”普京大有玄机

新华社福州 8 月 18 日电
（记者韩洁 王成） 福建省福州
市公安局晋安分局 18 日通报，
该局近期接到报警，福建某运动

用品公司收到由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承运的一美国客户寄出的快递包
裹，内有枪支。目前，福州警方已
将枪支暂扣，并开展立案调查。

美联邦快递公司承运来华快递涉枪

公安机关已立案调查

据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记
者黄堃 眭黎曦 傅博）说起人类
祖先，许多人印象中“辈分”最高的
可能是著名的“人类老祖母”露西，
但实际上在非洲发现的另一个古人
类图迈的“年纪”约是露西的两倍。
在中国，北京猿人闻名遐迩，但要论
辈分也坐不上头把交椅。那么，世界
各地最早的古人类都是谁呢？

新华社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科
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
究员吴秀杰，她介绍了迄今在世界
各地发现的最早古人类。

非洲是学术界公认的“人类摇
篮”。吴秀杰说：“迄今已知的 200万
年前的古人类化石，都是在非洲发
现的。”其中，1974 年在埃塞俄比亚
发现的古人类化石露西，距今约
350 万年，曾长期被认为是最古老

的人类，享有“人类老祖母”的美誉。
不过，后来在非洲又陆续发现

了年代更久的古人类化石。如 2000
年在肯尼亚发现的千禧人，因发现
时间而得名，年代距今约 600万年。
2001 年在非洲中部乍得发现的图
迈，“年纪”约是露西的两倍，距今约
700万年。图迈因此不仅成为“非洲
冠军”，也夺得了迄今已知最早古人
类的“全球总冠军”。

在亚洲，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
的爪哇人可以追溯至约 180 万年

前，在中国发现的元谋人可追溯至
约 170 万年前，近来的新研究将蓝
田人的时间也推至约 160 万年前。
由于现有技术测量误差等原因，上
述年代在一百七八十万年的古人
类，可能还难以确定真实的先后。

据介绍，许多人从小就听说的
北京猿人或北京人，近来研究显示
年代在约77万年前，也就是说按“辈
分”无法与元谋人和蓝田人相比。北
京人的意义，既来自它在中国古人
类体系中承上启下的地位，也来自

它的独特经历——在1929年那个中
国积贫积弱的年代，裴文中等中国
考古人员发现了中国大地上的古人
类化石，相关化石随后还经历了抗
战期间失踪等备受关注的事件。

“世界上年代久远的古人类化石
主要在非洲、欧洲和亚洲，在美洲和
大洋洲迄今只发现了一两万年前的
古人类化石。”吴秀杰说，这可能与古
人类的生活范围有关，也可能与环境
因素导致一些地方的古人类遗存难
以形成化石并保存下来有关。

在中国，北京猿人闻名遐迩，但也坐不上头把交椅

世界各地最早古人类都是谁？

8月18日，游客在西宁海洋世界科普馆内参观。
西宁海洋世界科普馆位于青海省西宁市多巴新城，海拔2261米，面积

2.8万平方米，是一座集展示、科普、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科普场馆。“这是目
前世界海拔最高的综合性大型海洋馆。”西宁海洋世界科普馆馆长骆瑞彬说。

海洋馆总水体达1.2万千方，馆内展示各种水生动物400多种、3万余
尾（头），陆生动物 100 多种、300 余只（头）。馆内展示了多种珍稀海洋动
物，如来自俄罗斯的大白鲸、来自日本的瓶鼻海豚以及来自南北极的动物
——企鹅、北极狼、北极狐等。 （新华社记者 张龙 摄）

世界海拔最高的大型综合海洋馆

在高原古城西宁开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