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公司委托浙江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中
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镇海炼化分公司扩建项目填
海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完成。现就该
报告的主要内容和结论征求公众意见。

1、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
的方式和途径

请于以下网址下载报告书征求意见稿：http://zrcc.
sinopec.com/zrcc/csr/safe_envir/ft_zxjk/eia_license/

需查阅纸质报告书可前往以下地点查阅：
（1）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联创街 199 号 3 号楼浙江

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人：柴工，0571-87996810；
（2）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蛟川街道镇海炼化生产

指挥中心 407 室，联系人：岑斌杰，0574-86445789。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以 本 次 填 海 造 地 区 域 范 围 边 界 为 起 点 ，半 径

2.5km 范围内的村庄、企事业单位等。

3、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请需要提出意见的公众于以下网址下载并填写表

格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
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表 格 填 写 完 毕 后 ，请 发 送 电 子 邮 件 至

470828044@qq.com，或邮寄至：
（1）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联创街 199 号 3 号楼浙江

省 环 境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联 系 人 ：柴 璐 艳 ，0571-
87996810；

（2）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蛟川街道镇海炼化，联系
人：岑斌杰，0574-86445789。

5、公示和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0 年 3 月 23 日至 4 月 3 日。

中国石化镇海炼化公司
2020年3月23日

中国石化镇海炼化公司扩建项目填海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关于江北区公路治超电子检测设备启用的公告
为切实做好公路货运车辆超限超载综合治理工作、保

障公路桥梁设施安全、延长公路使用寿命、改善公路通行
环境，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公路安全保护条
例》 等法律法规及 《宁波市公路超限运输管理办法》（宁
波市人民政府令第 232 号） 的有关规定，现决定对江北区
已检定的公路治超电子检测系统设备点位予以公告，对货
运车辆违法超限行为于 2020 年 4 月 8 日零时起实施抓拍。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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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区公
路管理段

宁波市江北区公路管理段
2020年3月23日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姚江大桥拓宽及西侧地下通道工程已由宁波市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20]36 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
为宁波城市交通建设有限公司，招标人为宁波城市交通建设有限
公司，招标代理人为浙江科信联合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建设资金来自由市城建资金统筹安排，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项
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勘察、设计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位于江北区，西起永丰北路，东至江湾路。
建设规模：全长约 670 米，道路等级为城市主干路。
项目总投资：约 28200 万元，其中工程建设费约 12500 万元。
设计概算：工程费用限额设计 12500 万元，具体以初步设计批

复的设计概算为准。
服务期限：总周期 40 日历天，其中勘察、初步（含扩大初步、

概算）设计 20 日历天；施工图设计 20 日历天。施工现场配合服务
从工程开工至工程竣工验收合格。

招标范围：包括勘察、初步（含扩大初步、概算）设计、施工图
设计、施工配合服务、设计精细化管理办法。

勘察设计质量：按国家技术规范、标准及规程，达到勘察、设
计任务书的设计深度。

标段划分：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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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具备①市政行业（道路工程、桥梁工程）专业设计甲级资质或
市政行业设计甲级资质或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②工程勘察专
业类（岩土工程（勘察））甲级资质或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
甲级资质或工程勘察综合甲级资质；或由具备上述①、②资质的
单位组成的联合体，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勘
察、设计能力；

3.2 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
求：联合体所有成员（含联合体牵头人）数量不得超过 2 家，其中
联合体牵头人须具备市政行业（道路工程、桥梁工程）专业设计甲
级资质或市政行业设计甲级资质或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且由
联合体牵头人负责派遣主设计师；

3.3 拟派主设计师须具备市政类或道桥类专业高级工程师及
以上职称；

3.4 拟派勘察负责人须具备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资格；
3.5 其他：

（1）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各方）及其拟派主设计
师、勘察负责人须在系统登记信息的，其相关内容已经该系统审
核通过；

（2）企业注册在浙江省行政区域以外的投标人（联合体投标
的，指联合体各方）已通过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备案登记，
须具备外省工程勘察设计企业进浙承接业务备案证书且截至开

标当日仍在有效期内；
（3）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各方）及其拟派主设计

师、勘察负责人无违法行为记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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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各方）及其法定代表人、
拟派主设计师、勘察负责人不得为失信被执行人。在中标候选人
公示前，招标代理人对中标候选人（中标候选人为联合体的，指联
合体各方）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主设计师、勘察负责人失信信息
进行查询（具体以中标候选人公示日前“信用中国”网站查询为
准），如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取消其中标候选人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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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于规定的时间内登录宁波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网站自行下载招标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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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投标文件包括电子投标文件和书面形式的技术

标，其中书面形式的技术标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送达指定地点，
否则不予受理；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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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7.4.3 生成；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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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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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单独密封包装，
且与上传至系统中的保持一致；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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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本项目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牵头人）须在投
标截止时间前提交“电子密钥”，否则其投标将被拒绝。

6.招标公告发布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日报、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

站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城市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鄞州区松下街 595 号
联系人：胡工 电话：0574-89180792
招标代理机构：浙江科信联合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高新区江南路 598 号 95 大厦 A 座 935
联系人：徐琦、房科红、薛健炳
电话：0574-87360849、15067451845
传真：0574-87360896

姚江大桥拓宽及西侧地下通道工程（勘察设计）招标公告

3月31日 星期二

海曙：泰来环保、旷代生物、宝翔新材料、宙科
传动 （8:30-16:00）

4月1日 星期三

海曙：海灵 （8:30-16:00）
江北：慈城镇振磁磁业有限公司 （9:00-16:00）

青秀澜湾 1 幢 1 号、3 幢 7 号、1 幢 2 号、2 幢 3 号、3 幢
8 号、2 幢 4 号 （9:00-14:00） 青秀澜湾 6 幢 19 号、4 幢
15 号、5 幢 18 号双层 （9:00-16:00）

4月2日 星期四

海曙：瑞泰 （9:30-17:00） 古庵村一带、建工集
团、建设集团 （8:30-16:00） 金励特种钢管厂、鄞江
工农桥 4 号公变、米氏实业、凯凯有机玻璃、中国电
信、宏盛电器、鄞江商埠 7 号公变（8:30-16:00）车何 8 号
公变（9:00-17:00）上下陈 4 号公变（9:00-17:00）

江北：青秀澜湾 7 幢 21 号、7 幢 22 号、8 幢 23 号
单层 （9:00-16:00）

4月3日 星期五

海曙：四明山村一带 （8:30-16:00） 城综集士港
一带 （8:30-16:00）

江北：湾头社区湾头路 381 号、385 号、387 号、
大闸北路 188 号一带 （9:00-16:00）

增加：

3月23日 星期一

杭州湾新区：盛海置业、上海绿地建设、路灯箱
变、宁波海涵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阿伍渔业、杭海置
业、西河水利管理处、滨海开发有限公司、江苏省建
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9:00-12:00） 中国质量认证中
心宁波 （慈溪） 检测中心 （9:30-16:30）

3月24日 星期二

杭州湾新区：中持环境管理 （9:30-16:30）

3月26日 星期四

杭州湾新区：宁波海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9:30-
16:30）宁波雅戈尔康旅小镇开发有限公司、宁波锐鸣
置业有限公司 （13:00-16:30）

3月27日 星期五

杭州湾新区：管理委员会路灯变 （9:00-13:00）
宁波供电公司

网址：95598.zj.sgcc.com.cn

计划停电预告

NINGBO DAILY10 国内//广告
2020年3月23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鞠自为

据新华社上海 3月 22日电
（记者吴宇 许晓青） 在 22 日举
行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系
列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卫生健
康委主任邬惊雷宣布，上海将对
所有非重点国家入境人员实施新
冠病毒核酸检测。

他说，上海已经对所有来自
或途经重点国家和地区的入境人
员实行 100%隔离。为了进一步
加强口岸防控，除集中隔离人员
外，上海将对所有非重点国家入
境人员实施 100%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

上海海关副关长蒋原表示，

海关将全面强化入境人员信息闭环
管理，一是加强对航空公司报送旅
客舱单信息的审核和应用，有效甄
别和捕捉高风险旅客；二是加强与
边检等部门的信息共享，有效排查
搭乘非重点国家航班中转入境的重
点人群，提升口岸防控精准度；三
是健全与上海市卫健委的信息交互
机制，实现即时推送，同步强化信
息反馈，及时掌握分流处置人员的
后续状态；四是加强与长三角地方
政府、海关之间数据对接和信息互
换，联合开展风险信息研判，根据
研判结果采取针对性措施，实现科
学、精准防控。

上海将对所有非重点国家入境人员

实施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新华社北京 3月 22日电 （记
者齐中熙） 民航局、外交部、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关总署、国家
移民管理局 22 日发布关于目的地
为北京的国际航班从指定第一入境
点入境的公告 （第 2 号），决定所
有目的地为北京的国际客运航班均
从指定的第一入境点入境。

公告说，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境卫生检疫法》 和 《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有关规定，决
定所有目的地为北京的国际客运航
班均从指定的第一入境点入境。现
公告如下：

一、自 3 月 23 日零时（北京时

间）开始，所有目的地为北京的国际
始发客运航班均须从天津、石家庄、
太原、呼和浩特、上海浦东、济南、青
岛、南京、沈阳、大连、郑州、西安 12
个指定的第一入境点入境。各航空
公司航班指定的第一入境点可以在
民航局、航空公司官网上查询。

二、乘坐上述国际航班的旅客
在第一入境点实施检疫并办理入境
手续，行李清关。检疫符合登机条
件的旅客可搭乘原航班入京。腹舱
所带货物在北京清关。

三、目的地为北京的国际航班
指定第一入境点的安排及相关措施
将根据疫情变化情况适时调整。

民航局等5部委公告

所有目的地为北京的国际客运航班
均从指定的第一入境点入境

据新华社武汉3月22日电
记者 秦交锋 熊言豪

刘宏宇 侯文坤

根据武汉市卫健委发布的新冠
肺炎疫情动态，3 月 19 日，武汉新
增确诊病例为零。3 月 20 日，网上
流传的一份“公示”显示，19 日
硚口区一小区有一新增确诊病例，
引发对武汉确诊病例是否为零的争
议。硚口区防控指挥部回应称，网
传患者张某某，系无症状感染者，
不是确诊病例。“新华视点”记者
对此进行了追踪。

回应：核酸检测结果
阳性，却不是确诊病例

22 日凌晨，武汉市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指挥部涉疫大数据和流行
病学调查组对四则网传案例做出情
况说明。其中，关于“丽水康城小
区又有新增病例”的回应是：经
查，小区居民张某某为无症状感染
者，根据 《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关于
印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

（第六版） 的通知》，非确诊病例。
网上流传一张截图显示，硚口

区韩家墩街综合社区 3 月 20 日发布
一份公示，截至 3月 19日 24时，丽水
康城小区12栋新增1人确诊患者。

记者 20 日晚走访该社区，向
社区书记陶正太求证网传内容是否
属实。陶正太表示，这份公示的确
是社区发布的。记者追问是否有证
据表明有 1 例新增病例，陶正太向

记者展示一张网络截图，并表示这
是“健康武汉”App 上新增确诊病
例的核酸检测结果。

记者注意到，这名张姓患者
63 岁，有两次核酸检测：第一次
采样时间为 3 月 17 日，送样机构为
武汉市肺科医院，检测结果为阴
性；第二次采样时间为 3 月 18 日，
送样机构为速 8 酒店隔离点，检测
结果为阳性。

陶正太解释，这名张姓患者原
本是就医诊治脖子肿大，核酸检测
排查发现阳性结果。3 月 19 日晚接
到排查结果通知后在小区公示新增
1 例确诊病例，提醒居民注意安全
防护。

20 日，硚口区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指挥部回应称，经全面调查，
韩家墩街综合社区丽水康城小区居
民张某某，因淋巴结肿块 （大脖子
病） 去医院就诊，体温正常，无发
热咳嗽等症状。新冠筛查第一次核
酸结果为阴性。3 月 19 日第二次核
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并收治入院。
根据 《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关于印发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 （第六
版） 的通知》，张某某系无症状感
染者，不是确诊病例。3 月 20 日再
次采集患者痰拭子、咽拭子，核酸
检测均为阴性。

硚口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
部回应称，因 3 月 19 日晚社区了解
到张某某第二次核酸检测结果为阳
性，误认为其是确诊患者，为提醒
社区居民做好居家防控、提高警
惕，在小区内发出了通知。3 月 20

日下午，社区已向小区居民解释其
不是确诊患者。

防控方案：疑似病例、
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
等分别单列

记者查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
控方案 （第六版），监测定义条款
中将疑似病例、确诊病例、无症状
感染者等分别单列，其中对无症状
感染者的定义为：无临床症状，呼
吸道等标本新型冠状病毒病原学或
血清特异性 IgM 抗体检测阳性者。

在硚口区防控指挥部的回应
中，张某某“体温正常，无发热咳嗽
等症状”，第二次核酸检测阳性。根
据第六版防控方案，“张某某系无症
状感染者，不是确诊病例”。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第六版
防控方案在报告订正相关条款中还
规定，无症状感染者如出现临床表
现，及时订正为确诊病例。

第六版防控方案对确诊病例临
床表现的描述有三条：发热和/或
呼吸道症状；具有新冠肺炎影像学
特征；发病早期白细胞总数正常或
降低，淋巴细胞计数正常或减少。

记者注意到，硚口区防控指挥
部的回应中，只提及张某某没有第
一条临床表现，没有提及是否有后
两条临床表现。

记者追踪调查武汉市近期几个
新增确诊病例，发现临床表现上有
的患者同张某某一样，没有发热咳

嗽等症状，但由于 CT 检查结果显
示肺部有感染，被计入确诊病例。

专家建议进一步加强
对无症状感染者的监测与
隔离

记者查阅武汉市每天发布的新
冠疫情动态，其中有疑似病例、确
诊病例等统计数据，但并没有无症
状感染者的相关数据。

第六版防控方案中提到，无症状
感染者主要通过密切接触者筛查、聚
集性疫情调查和传染源追踪调查等
途径发现。记者近日追踪调查武汉市
前期几个新增确诊病例的密接人员，
发现其中排查出了个别核酸阳性案
例，实际未计入确诊病例。

第六版防控方案指出，无症状
感染者也可成为传染源。那么，对
于无症状感染者后续应如何管理、
救治？

武汉市一位感染科医生介绍，
无症状感染并非新冠肺炎病毒的独
有现象。事实上，大多数传染病分
为显性感染、隐性感染。对于新冠
病毒的无症状感染者，目前采取的
是隔离等积极防控政策。

多位医生认为，此前疫情严重
的时候，防控和医疗资源主要向确
诊、疑似、密接人群倾斜。随着当前
疫情进入新阶段，为巩固抗疫成果，
防范疫情反弹风险，应高度重视无
症状感染者的问题，把进一步加强
监测、隔离纳入未来的工作重点中。

网传“公示”引发争议，记者深入调查解开疑团——

对武汉一例无症状感染者的追踪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22 日电
（记者刘慧 吴雨 李延霞 刘开
雄） 近期海外金融市场波动加剧，
是否会影响我国金融市场平稳运
行？目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组合
拳”落地情况如何？应对国际疫情影
响，金融系统未来将如何继续发力？
在国务院新闻办 22 日举办的新闻
发布会上，金融部门相关负责人详
细介绍有关情况，回应市场热点。

随着海外疫情扩散，全球金融
市场波动明显加剧，是否已经进入
全球金融危机？“目前断定全球已
经进入金融危机还为时尚早。”人
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说。

近期 A 股市场展现出较强韧性
和抗风险能力。证监会副主席李超
表示，目前上市公司复工率已经超
过 98%，金融市场流动性合理充
裕，股市估值处于历史低位，外部
环境影响是阶段性的，不会改变中
国资本市场平稳向好趋势。

对于市场普遍关注的外资流动
情况，李超指出，今年以来 A 股外
资净流出仅 200 多亿元，债券市场
还有小幅流入。近一个月市场感受
外资流出金额相对较大，是因为去
年外资流入较为集中、数额较大，
拿近一个月数据去比较反差较为明
显，实际上规模并不大。

“目前外资占 A 股市场流通市
值不到 4%，交易占比也不是非常
大，其流动会带来扰动，但是不会带
来颠覆性、根本性冲击。”李超说。

与此同时，外汇市场和债券市
场表现也同样较为稳健。近期全球
主要非美元货币出现不同程度贬
值，相比之下人民币汇率虽小幅贬
值，但总体保持稳定。陈雨露表
示，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未来预期
仍在 7 元左右，继续双向浮动。

针对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
的需求，金融体系支持情况如何？

“政策组合拳正在产生显著成
效，我国金融体系运行总体平稳，
金融市场预期稳定，货币信贷平稳
较快增长，国民经济经受住了疫情
冲击，也为全球经济金融的稳定作
出重大贡献。”陈雨露说。

他介绍，前期设立的 3000 亿
元专项再贷款已经支持疫情防控重
点企业超 5000 家，企业获得优惠
利率贷款超 2000 亿元，实际融资
成 本 在 1.26% 左 右 。 前 期 增 加 的
5000 亿 元 再 贷 款 、 再 贴 现 额 度 ，
目前已累计发放优惠利率贷款超
1300 亿元，贷款利率水平明显低
于国务院 4.55%的要求。

陈雨露说，通过积极引导市场利
率的下行，企业贷款实际利率水平也
在明显下降。2 月一般贷款利率是
5.49%，比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改革前下降了0.61个百分点。

“我国实体经济已经在边际改
善。”陈雨露表示，3 月以来实体
经济持续向好，估计二季度各项经
济指标会出现显著改善，中国经济
增长会较快地回到潜在产出附近。

判定全球金融危机为时尚早
我国实体经济已经在边际改善
——金融部门相关负责人回应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