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乐金甬兴化工有限公司拟在宁波石化经济技
术开发区后海塘海天路66号现有厂区内实施年产10万
吨 NBL 高分子材料建设项目。该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
书征询意见稿已形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有关要求，现公开下列信息，
并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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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众在报告书征求意见期间可通过宁波乐金甬兴
化工有限公司总部 LG 化学网站（http://www.lgchem.
com/cn/）中的“News Room”查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全文，也可前往镇海区后海塘海天路 66 号安
环办公室查阅纸质报告书及咨询相关内容（工作日，8:
30~16:30联系电话：86377090）。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

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评价范围包括招宝山街道和
蛟川街道两个街道的部分区域。

三、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1）建设单位名称：宁波乐金甬兴化工有限公司。
2）通讯地址：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后海塘海天

路66号
3）联系人：蒋思维；
联系电话：0574-86377090（工作日8:30~16:30）
电子邮箱：swjiang@lgchem.com。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可在宁波乐金甬兴化工有限公司总部LG化学

网 站 （http://www.lgchem.com/cn/） 中 的 “News
Room”中下载公众意见表。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建设

单位提交公众意见表。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19年9月12日~2019年9月26日

宁波乐金甬兴化工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2日

宁波乐金甬兴化工有限公司年产10万吨NBL高分子材料
建 设 项 目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信 息 公 开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杭州湾新区支公司新区营销服务部迁址的公告
经宁波银保监局备案通过，同意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杭州湾新区支公司新区营销服务部变更营业场所，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杭州湾新区支公司新区营销
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02330282022
机构住所：宁波杭州湾新区庵东镇宏兴村宏兴路524号、526号
经营区域：宁波市
成立日期：2013年9月26日
颁发许可证日期：2019年9月3日
许可证流水号：0239007

负责人：应宇泽
联系电话：0574-63930080
客户服务电话：95518
邮政编码：315000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业务培训及日常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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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信地产（宁波）有限公司开发的位于宁波市高新区
新明街道的星宸明月里项目（推广名：德信.东宸）已具备
交付条件，请各位业主在 2019年 9月 25日前至星宸明月
里现场办理房屋交付手续。

特此公告！
德信地产（宁波）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2日

星宸明月里项目交付公告

江北区 JB04-01-06（人民路东 1#）地块项目（翡翠东
方府）由宁波海筑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项目位于江北
区白沙街道，东至定英路，西至人民路，南至人民路 658
弄，北至环城北路，周边配套设施完善，地理位置优，交通
便捷。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约 55107.00 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约143031.81平方米。根据宁波市有关规定，该地块以公
开招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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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海筑置业有限公司。
二、投标对象：有通过前期招投标获得单体总建筑面积

14万平米以上多业主住宅项目管理业绩的物业服务企业。
三、报名日期：投标申请人请于 2019年 9月 20日上午

9:30-10:30，携以下资料（复印件）到江北区物业管理办公
室报名（其余时间不予受理）：

1、投标申请书；2、营业执照(正、副本)；3、企业概况和
多业主住宅项目业绩证明（前期物业服务合同）；4、拟派出
的项目负责人简历、学历证书(本科及以上、47岁以下)、信用
证明等证明材料；现担任前期物业管理阶段项目经理且时
间不满二年的，不得再拟任本项目的项目经理；最近连续三

个月（6、7、8月）的社保缴费证明（加盖缴费证明专用章或社
保机构单位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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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经现场资格预审合格的投标单
位向江北区物业管理办公室对公转账投标保证金壹万元人
民币。以上所有报名材料加盖企业公章，原件备查。

四、注意事项：在经营中有下列情形的，不得参与报名：
1、近三个月内有不良行为记录的；2、投标人一年内所管理
的物业项目年度综合考评有不合格的；3、投标人二年内有
不按规定程序退管物业项目的；4、投标人一年内在招投标
活动中有串标、陪标行为的；5、投标人当年被投标项目所在
物业主管部门累计通报批评达到三次及以上的。

若资格预审合格的投标单位超过五家，在公证人员监
督下由招标单位抽签决定不多于五家物业服务企业参加
竞标（获招标人推荐的报名单位为当然投标人单位）。

联系人：吴老师
联系地址：宁波江北区正大巷8号
联系电话：0574-87675530

关于江北区JB04-01-06（人民路东1#）地块项目翡翠东方府前期物业管理服务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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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川

近段时间，我市有关体育方面
的大事、喜事不断：8月24日，在
2019 国际皮划艇静水锦标赛中，
我市选手邢松与队友合作，夺得男
子双人划艇 500米项目冠军，实现
了我国运动员皮划艇世锦赛金牌零
的突破；8月31日，宁波市首届全
民运动会暨第十八届运动会盛大启
幕，百万市民参与此次盛会；9月
12 日 至 14 日 ， 第 三 届 中 国 （宁
波） 体育产业博览会将在市会展中
心举行 （均据《宁波日报》）。

体育兴则国兴，体育兴则城市
兴。体育是观察一座城市的窗口，
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文明程度的
晴雨表。新中国成立 70 年特别是
近年来，伴随我市经济社会持续快
速发展，体育事业乘势而上，呈现
出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和体育产业
协调发展的良好态势，取得了可喜
成绩，人民群众的满意度、获得感
明显增强。

竞技体育可圈可点。三年前的
里约奥运会上，随着石智勇石破天
惊的一举，我市选手无奥运金牌的
历史从此终结。汪顺、钟齐鑫、李
玲、周昊东、范心怡等众多选手在
世界大赛上顽强拼搏，争金夺银，
给宁波这座城市增添了光彩，带来

了荣耀。
群众体育蓬勃发展。与竞技体

育相比，人民群众更加关注身边的
体育活动，关注全民健身。这些年
来，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最直观的
感受是体育场地设施的变化。从当
年的煤渣跑道到如今气势雄伟的奥
体中心，跨越之巨，令人感慨。随
着一座座体育场馆的拔地而起，随
着一个个休闲健身场所的应运而
生，人民群众的体育健身环境得到
了显著改观。截至去年底，我市人
均体育场地面积为2.29平方米，位
居全省前列。

健身环境的改善，使得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健身热情进一步得到
激发，跑步的、打球的、跳舞的、
爬山的……各得其所。无论是周末
假日，还是清晨黄昏，甬城大地到
处可见运动者的身影。各种群众性
体育赛事受追捧，以马拉松为例，
就有宁波国际马拉松、九龙湖国际
半程马拉松、宁波 （江北） 山地马
拉松、奉化海峡两岸桃花马拉松
等，每年有 20 余场，给体育运动
爱好者提供了不同的选择。

体育场地设施的改善，使得在
家门口欣赏高水平体育赛事成为可
能。仅今年以来，就有世界排球联
赛、国际男篮热身赛、亚洲举重锦
标赛、全国铁人三项锦标赛等大型

赛事轮番上演，让甬城众多体育爱
好者如痴如狂。

体育产业方兴未艾。群众体育
的蓬勃发展，各类大型赛事的举
办，直接带动了体育消费，促进了
体育产业的发展。据统计，目前我
市有体育企业 4300 家，体育产业
年总产值 415 亿元，占 GDP 比重
为 1.16%，对全市经济发展的贡献
度逐年提高。

随着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
略，运动健身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生
活习惯和生活方式，体育不再是奢
侈品，而成为一种必需品。体育事
关健康，关乎小康。体育是民生、
是经济、是文化，已成为一种共
识。体育工作得到了各级党委、政
府和社会各界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
视，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支
持和参与，这是我市体育事业取得
较快发展的重要基础。

但是，与国内外先进城市相
比，我市体育事业发展的差距也是
显而易见的。从总体上来说，整个
城市的体育氛围还不够浓厚，发展
水平与宁波城市地位及其经济发展
水平未完全相适应；一些人体育健
身意识不强，参与热情不高，健身
技能缺乏，尤其是青壮年人群参与
体育锻炼的比例偏低；政府提供的
体育公共服务存在不平衡、不充分

的问题，体育场地设施不足、体育
赛事活动不够丰富、体育健身指导
不力等问题比较突出；缺乏有实力
的本土职业体育俱乐部，缺少有影
响力的品牌赛事，民间体育消费不
足……这些问题亟待引起重视并采
取措施予以破解。

毋庸讳言，随着社会的发展和
人民群众对生活品质要求的提升，
体育的地位和作用将日益凸显。特
别是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
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体育应该而且必然会有更大的
作为。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题讨
论进一步促进体育健身消费的措
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体育强国
建设纲要》，充分说明党和国家对体
育事业的高度重视，也预示着体育
事业将迎来新的大好发展时机。

我们理当抓住机遇，不忘初
心，以“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
精神状态，攻坚克难，加快体育领
域的改革创新步伐，努力满足人民
群众多元化、多层次的体育需求，
让人民群众因为体育而拥有更多的
幸福感和获得感。

体育，让甬城市民有更多获得感

史洪举

近日，在广东深圳龙岗区，一
车主将车在公共绿化带上停了 3个
小 时 ， 结 果 被 罚 款 3230 元 。 原
来，根据 《深圳经济特区绿化条
例》的相关规定，在公共绿地停放
车辆，将按照所占用或者损毁绿地
面积，处以每平方米五百元以上两
千元以下的罚款。经执法人员测
量，该车停放的面积为 6.46 平方
米，于是按照每平方米五百元，对
涉事车主开具了一张 3230 元的罚
单。经过执法队员的解释，车主认
识到了错误，并在当天缴纳了罚
款，此事引发热议 （9月10日央视
新闻）。

有车一族可能都知道，违停的
罚款最多为 200元。这位车主因将
车辆停在公共绿化带上而被罚款
3230 元，是天价罚款了，似乎偏
离常识。但如果梳理相关规定，且
从维护规则严肃性角度出发，这样
的罚款未必畸高。相反，较高的罚
款可起到倒逼作用，让人们意识到
违反规则的高昂代价。

对于一般的违停车辆，所处罚
款不超过 200元。这是公安交管部
门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
规定作出的处罚。此类处罚多数针
对一般性质的违停，如不按道路规
划的车位停车，所停车辆阻碍盲道
等。如果违停的车辆阻碍了交通出
行，还有可能被拖离现场。要是对

交通秩序带来严重危害，譬如故意
将车辆停放在交通要道而阻碍通
行，行为人还有可能承担治安管理
处罚责任乃至刑事责任。

也就是说，200 元罚款针对的
是轻微违法行为，这也体现了行政
处罚中的罚过相当原则。但是，一
般违停中的 200元罚款，并不说明
特 殊 违 停 中 3000 余 元 的 罚 款 过
高。虽然将车辆停放在公共绿地中
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违法停车，即不
属于违反交通安全法规的违停。但
此类违停的危害后果未必轻微。要
知道，很多公共绿地草坪的建设、维
护、修补费用往往较高，并不像违停
在普通道路上那样只是占用了道路
空间，没有导致其他直接损害。

就此来说，按照所占用的绿地
面积来作为处罚依据，并无不妥之
处。而且，由于在道路上的违停和
在公共绿地上的违停侵害的是不同
法益，受不同的法律调整，也就不
能简单地将两者的罚款仅作金额大
小的对比，进而得出在公共绿地上
违停罚款 3000 余元处罚过重的结
论。现实中，很多人在道路上违停
时，抱着交警可能不会来查处的侥
幸心理，而在公共绿地上违停，则
多数是明目张胆的故意而为，主观
恶性更大。

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理当遵守
规则，不刻意突破规则寻找捷径。
否则，既有可能因为违反公共道德
而受到谴责，更有可能因触犯法律
而承担更重的责任。只有以敬畏规
则、遵守底线的心态作为自己的日
常行为准则，才能避免相应的法律
风险。

违停3小时罚款3000余元未必过高

毕 舸

如今的城市中，各种护栏是
常见事物，然而有城市开始拆护
栏。今年 7月，北京市政府制定
了《城市道路及公共空间隔离护
栏优化撤除工作方案》，把隔离
护栏优化撤除工作，作为切实改
善人民群众出行环境、保障人民
群众出行安全的民生工作之一。
目前，拆除工作正在进行，代之
以更优化的标志标线和执法资
源。此举引起了广泛关注 （9 月
10日澎湃新闻）。

设置隔离栏杆的初衷，是为
阻挡行人穿越机动车道、避免行
人和机动车交通流发生冲突。而
在我国不少城市，如今是一栏多
用，用行人栏杆来隔离行人、隔
离非机动车道，后来又以此防止
路侧乱停车。

由此带来的就是护栏处处可
见，且规格不一。管理者似乎更
多考虑到护栏的功能，却忽视了
护栏的大量使用，使得其也成为
城市风貌的一部分。给人的直观
感受就是，大小不一的护栏，让
马路略显凌乱，破坏了交通效率
和质量，影响了城市景观。

更为重要的是，护栏要保护
行人安全，引导其安全过街，实
现机动车规范化管理。如果没有
从人性化管理角度出发的统一规
划、缺失良好的配套设施，就很难
对行人或者机动车驾驶者的不规
范行为进行有效约束，也无法让
城市交通秩序更加高效、精准。

就如媒体报道中所指出的，
光有护栏是不够的，应同步提供
醒目的过街位置的标志指引，从
而有效减少乱穿马路的行为。对

隔离栏杆结构设计，要减少其一旦
遇到外力冲击时可能对人造成的伤
害。同时，对于挡车栏的设置间
距，也应考虑人群的密度极限，不
能影响人群的疏散。我曾经遭遇过
短短一百多米的人行道上，每隔十
来米就有三个以上并列的挡车栏，
行人只能侧身而过，如此一来，人
行道反而变得处处是“障碍”，人
人不方便。

护栏设置如果仅仅是图管理起
来更方便，希望用一根护栏就彻底
减少交通安全事故，恐怕是不太现
实的。更好的方法是，通过更为综
合的配套举措来加以完善，包括规
范沿街商家广告牌设置方向、设置
合理间距的斑马线等。只有提供更
符合人性、更为便利的服务，才能减
少让行人不惜“跨栏”横穿马路的诱
因，强化人们遵守交规的自觉性。

对于机动车同样如此。不让机
动车乱停乱放，可以通过路侧更明
确和醒目的标志标线，配合执法资
源的支撑，有效引导机动车主按照
分类需求合规停放。同时，之前某些
城市探索的行人“随手拍”举报机动
车乱停放举措，可以推广开来，与路
面视频监控形成监管合力。如此，有
需求引导，有严格执法，相信能逐步
减少机动车随意停放现象。

隔离栏杆的设置与设计、使用
和拆除，当然需要根据城市自身情
况而定。但北京倡导的优化撤除行
人隔离栏行动，其实也为其他城市
的市政交通管理提供了参考。我们
常说要倡导“无障碍马路”，从更
大范围而言也应推动“无障碍城
市”发展。对于那些已经不能适应
社会发展的管理设施和手段，应从
人性化服务方向持续改进完善，使
之兼顾交通安全与出行便利。

隔离护栏优化撤除
是“无障碍城市”发展方向

刘良恒

9 月 10 日，备受瞩目的 2019
世界计算机大会在长沙开幕。

一部人类进化史，也是一部工
具进步史。从茹毛饮血、刀耕火
种，到遨游太空、万物互联，人类
社会走过漫长而艰辛的发展历程，
也创造出璀璨夺目的现代文明。当
今世界，人类早已经深度“沉浸”
在“信息化海洋”之中。

计算机，就像石器、青铜器之于
文明起源，铁器之于封建社会，蒸汽
机之于工业革命，电力之于新工业
浪潮，是决定历史走向的“主角”，奠
定了人类社会由农业化、工业化向
信息化、智能化迈进的坚实基础，在
极大程度上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

过去几十年间，我国计算机事
业从“跟跑”到“并跑”，再到局
部“领跑”，实现了大发展，取得
了大成就、大影响。尽管广泛应用

计算机晚于西方，但依靠不懈奋斗
和创新追求，从“银河”的历史性
突破，到“天河”“神威”等一系
列超级计算机，我国在全球范围内
树立了“中国速度”的响亮品牌，
创造出高铁、扫码支付、共享单
车、网购等“超级应用”。

但应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是计
算机大国，却还不是计算机强国。
作为全球最大的计算机制造基地，
目前我国计算机产业规模居世界首

位，但高端芯片、自主操作系统等
“卡脖子”问题依然很突出，在尖
端前沿领域与世界“领跑者”还有
较大差距，受制于人的局面短期内
还 无 法 彻 底 改 变 ， 亟 待 实 现 从

“大”到“强”的转变。
当前全球计算机产业正处于发

展的“十字路口”。一方面，传统计算
机产销接近天花板，摩尔定律逼近
极限，发展前景不明。另一方面，量
子计算等新型计算技术不断涌现，
计算机迎来全新发展空间。对我国
计算机事业来说，前行路上的挑战
与机遇并存。在这个关键节点上，把
握并紧跟“计算万物”的时代潮流，
才能做到不落伍、不掉队。

“算”出“中国强”

李济川 绘

“微型”月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