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进一步改善九龙湖旅游度假区生态环境，提升
片区品牌形象，九龙湖镇拟实施田顾村、杜夹岙村、中
心村 9 处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治理项目。九龙湖镇人民
政府依据《宁波市殡葬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之规定，
决定对九龙湖镇田顾村应家石场、杜夹岙采石场等周
边范围的坟墓进行迁移，具体事项通告如下：

一、迁移范围：九龙湖镇田顾村马家桥采石场、应
家石场、雄镇石料厂、应家开兴采石场；杜夹岙村杜郭
兴发石场、平安石场、大岙轧石场、昌发轧石场等周边
范围(具体以施工红线为准)。

二、登记日期：即日起-2020 年 6 月 30 日

三、迁移日期：2020 年 10 月 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
四、迁移坟安置地：九龙湖镇河头村迴峰岭公益性生态墓园
五、登记地点：九龙湖镇田顾村办公室，联系电话：86534380
九龙湖镇杜夹岙村办公室，联系电话：86534218
六、工作时间：上午 8:00-11:00，下午 13:30-16:30（星期六、

日照常上班）
希各坟主尽快办理登记手续，先登记，先选址，并按期迁移

好坟墓，未按期迁移的坟墓一律按无主坟处理。
特此通告！

镇海区九龙湖镇人民政府
2020年3月24日

通
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李惠利医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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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
为宁波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中心，招标人为宁波市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中心，招标代理人为浙江中瑞工程管理有
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南北向地道土建工程费由轨道交通集
团有限公司承担，其余由市城建资金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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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州区兴宁路与彩虹南路交叉口。
建设规模：地下通道总长约 213 米，其中，东西向通道长

约 123 米（其中顶管段长约 44 米），南北向通道总长约 90 米
（其中顶管段长约 38 米），主通道采用顶管法下穿现状兴宁
路和彩虹南路，地道与泛迪广场地下室连通，地道共设置 3
个出入口，出入口设置人行步道、自动扶梯和垂直电梯等配
套设施。

项目总投资：约 9540 万元。
设计概算：暂按建安费 6560 万元进行限额设计，最终以

可行性研究批复中的建安费金额为准。
服务期限：总周期 60 日历天，其中勘察、方案深化设计、

可研 15 日历天，初步（含扩初、概算）设计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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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惠利医院地下通道工程（新建地道及附属
设施工程、管线迁改的总体方案和迁改施工图设计的配合、
交通设施、道路及绿化恢复等工程）的实施性方案设计招标，
包括勘察（岩土工程勘察、工程测量、工程物探）、方案深化设
计、可研、初步（含扩初、概算）设计、施工图设计、施工配合服
务以及设计精细化管理等。

标段划分：1 个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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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隧道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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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甲级）、②工
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勘察））甲级资质（或工程勘察综合
类甲级资质），或具备上述①②资质的联合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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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体所有成员数量不得超过 2 家；联合体牵头人
须具备市政行业（城市隧道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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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甲级），并派遣主设
计师；

3.3 拟派主设计师须具备市政（城市隧道）类专业高级工
程师及以上职称（须提供社保机构出具的投标人为其缴纳的
2019 年 12 月、2020 年 1 月、2 月连续三个月的社保证明）；

拟派勘察负责人须具备：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资格；
3.4 其他：
3.4.1 企业注册地在浙江省行政区域以外的投标人，须通

过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备案登记。
3.4.2 投标人及其拟派主设计师、勘察负责人须在系统录

入信息的，相关内容应在系统
中审核通过。
3.4.3 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主设计师、勘察负责

人无不良行为记录（不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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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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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对中标候选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主设计师、勘察负责
人失信信息进行查询（具体以“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
itchina.gov.cn 查询为准），如为失信企业或失信被执行人的，
则取消其中标候选人资格，本项目重新招标。

3.4.5 潜在投标人的数量要求：资格后审合格的投标人均
入围参加本项目的投标。

注：联合体投标的，上述“投标人”均指联合体各成员。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0 年 3 月 20 日到 2020 年

4 月 7 日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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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电子交易平台使用费
100 元），售后不退。

4.3 如为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所有成员均需办理“宁波
市公共资源交易主体信息登记”，并由联合体牵头人购买招标
文件，同时在系统内登记联合体所有成员完整的单位名称。

4.4 如有招标文件补充文件请关注本网站，自行下载，不
另行提供纸质版补充文件。

4.5 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招标文件，有意参加投标者
在网上下载招标文件前，须先办理“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主
体信息登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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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公共资
源交易主体信息登记办理指南》。

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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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人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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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2020 年 4 月 10 日 9 时 30 分，开标地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宁波市宁穿路 1901 号市行政服务中心四楼，具体受
理场所详见当日电子指示屏）。

（B）本项目为网上招投标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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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ggzy.bidding.gov.cn:60822/t9/login.jsp）。在 投 标 截 止
时间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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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单独密封包装。

5.2 逾期送达（或上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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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发布
本次招标公告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

www.bidding.gov.cn）、中国宁波网和宁波日报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中心
招标代理机构：浙江中瑞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惠风东路 63 号利时金融大厦 A 座

17 楼
联系人：杨立平、邹芳敏
电话：0574-88107620、0574-88103779
传真：0574-88107620

李惠利医院地下通道工程（勘察设计）招标公告

本报社址：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901号 问询电话：87688768、87682114 职业道德监督投诉电话：87654321 邮编：315042 电子信箱：nbdaily@163.com 法律顾问：素豪律师事务所罗杰律师、胡力明律师 宁波市高新区光华路299弄研发园C区 电话：87298700
广告部：87682193 发行中心电话：87685678、87685669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901号 定价每月35元 零售每份1.20元 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电话：87685550 昨日本报开印0时36分 印毕4时40分

NINGBO DAILYA8国内国际//广告
2020年3月24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鞠自为

新华社杭州3月23日电（记者
俞菀）记者 23 日从浙江省政府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根据疫情防控工作
总体情况，经专家组评估论证，浙江
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级别
由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响
应调整为三级响应。

据悉，截至 3 月 22 日 24 时，浙
江累计报告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1217 例，累计出院 1216 例，本地确
诊病例除死亡 1 例外，其余均已治
愈出院，治愈出院率 99.9%。自 2 月
22 日以来，全省已连续 30 天无本地
新增病例。至今未发生因复工复产
引起的确诊和疑似病例，也未发生
境外输入疫情本地传播病例。

应急响应级别下调后，浙江省
政府授权各设区市政府作为三级响
应防控措施的实施主体，将由各地
从实际出发，及时调整防控策略和
工作举措，在切实防止疫情反弹的
前提下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据新华社杭州3月23日电（记
者俞菀）记者从 23 日召开的浙江省
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 3 月
22 日 24 时，浙江累计报告境外输入
确诊病例 21 例，现有境外输入疑似
病例 2 例。针对当前国际疫情快速
蔓延态势，尤其是相当一部分人员
绕道入境，潜伏较大的隐患，浙江省
决定对来自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入境
人员均采取 14 天集中隔离医学观
察措施。

基于疫情防控新形势、新挑战
的需要，浙江将形成以“一库一码一
平台一指数”为核心的防境外输入精
密智控体系。“一库”即境外来浙人员
数据库。通过全省一站式数据库和跟
踪服务机制，避免因人员无序流动导
致疫情传播；“一码”即健康码（国际
版）。运用数字化手段对个人境外涉
疫风险进行精准标识；“一平台”即浙
江省入境信息预申报平台；“一指
数”即精密智控指数 3.0 版。

浙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级别下调
为三级

对所有国家和地区入境人员
均采取14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据新华社地拉那 3 月 22 日
电 综合新华社驻欧洲记者报道：
连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欧洲多国
持续蔓延，意大利、西班牙、德
国、法国等国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
增长势头并未得到有效遏制。被世
界卫生组织列为新冠肺炎疫情“大
流行”“震中”的欧洲目前防控形
势非常严峻，多国采取更加严格措
施予以应对。

在疫情最为严重的意大利，22
日，该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为
59138 例，死亡病例 5476 例，确诊
病例和死亡病例较前一日增长明
显。意大利政府已经宣布实施全国
范围内“封城”，并关闭除食品店
和药店以外所有商铺。为防止疫情
进一步蔓延，意大利政府宣布从
21 日起关闭所有公园和其他公共
场所。

在西班牙，根据政府 22 日公
布的统计，该国在 24 小时内新增
确 诊 病 例 3646 例 ， 累 计 病 例 达
28572 例 ； 新 增 死 亡 病 例 394 例 ，
累计死亡 1720 例。首相桑切斯将
向议会要求延长国家紧急状态 15
天至 4 月 11 日。此外，政府将在
30 天内“禁止一切非必要旅行”，
建立医疗物资战略储备体系，并动
用军队参与疫情防控。

在德国，22 日累计确诊病例
达 到 24873 例 ， 死 亡 病 例 超 过 90
例。德国总理默克尔当天宣布，联
邦与地方政府将采取更加严格措
施，限制公共生活，包括规定民众
公共出行不得超过两人，禁止公共
与私人场所庆祝性聚集等。此外，
由于此前接触的一名医生被确诊感
染新冠肺炎，默克尔于当天开始居
家隔离。

在法国，22 日累计确诊病例
达到 16018 例，死亡病例 674 例，
并出现该国首例医生感染新冠肺炎
死亡病例。法国军方反恐力量已自
21 日起协助警察和宪兵加强落实

“封城”措施，负责维护安全。此
外，法国军方承建位于米卢斯的一
座野战医院已于 21 日开始动工，
这所医院将为该地区增加 30 个重
症监护床位。

在英国，22 日累计确诊病例
达 5683 例，较前一日增加 665 例，
死亡病例达 281 例。尽管政府已宣
布关闭餐馆、酒吧、电影院等场
所，英国首相约翰逊还是敦促民众
注意保持“社交距离”，并称将视
情采取更严厉防控措施。此外，英
国政府已与私人医院达成协议，将
整合私人机构医疗资源共同致力于
疫情防控。

欧洲疫情防控形势愈加严峻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23 日电
（记者姬烨 肖亚卓） 为了保护各
方健康并遏制新冠病毒的传播，国
际奥委会执委会在洛桑当地时间
22 日发布声明，表示将在未来四
周内完成对疫情的评估，并完成对
东京奥运会举办方案的详细讨论，
推迟举办是备选方案之一，但取消
东京奥运会不在议程之上。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
延，外界对于东京奥运会能否在今
年 7 月 24 日如期开幕越来越担忧。
在当天召开紧急会议之后，国际奥
委会执委会宣布启动针对东京奥运
会的“前景规划”，这是国际奥委

会首次官方承认考虑不同方案。在
此之前，国际奥委会一直表示，各
方仍按照东京奥运会如期举办的想
法安排筹备工作。

声明表示，国际奥委会将与
东京奥组委、日本政府和东京都
政府紧密合作、详细讨论，完成
对疫情对奥运会冲击的评估，包
括对推迟举办可能性的评估。国
际奥委会相信，未来四周将完成
上述讨论。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同时强调，
取消东京奥运会不会解决任何问
题，也不能帮助任何人。因此，取
消东京奥运会不在议程之上。

国际奥委会将在四周内完成对疫情评估

东京奥运会推迟是备选
不考虑取消

据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3
月 2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克强主持召
开领导小组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副组
长王沪宁出席。

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央应
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部署，统筹抓
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
作。当前，以武汉市为主战场的全
国本土疫情传播已基本阻断，但零
星散发病例和局部暴发疫情的风险

仍然存在，疫情在全球出现大流
行，形势依然复杂严峻，要保持清
醒头脑，决不可掉以轻心。要实行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体防
控策略，维护好来之不易的防控成
果。武汉市和湖北省要继续做好重
症患者救治，及时收治新发病例，
并做好流行病学调查。各地要坚持
实事求是、公开透明发布信息，不
得瞒报漏报，一旦发现疫情要实行
精准管控，聚焦在病例发生和可能
传播的场所，控制在有限范围。进
一步加强国际交流合作，精准有效
防范疫情跨境输入输出，为国际社
会抗击疫情提供力所能及帮助。我

驻外使领馆和有关方面要着力做好
对我境外公民的领事保护和疫情防
护帮扶，为他们排忧解难。

会议指出，要在科学精准防控
同时，积极有序推进复工复产。持
续低风险的全国绝大多数省份，要
以省域为单元推动经济社会秩序恢
复，及时调整和取消与正常生产生
活秩序不相适应的防控措施。不得
采取审批、备案等方式延缓企业复
工。抓紧取消外地人员返岗不合理
限制，除对来自极少数仍为高风险
和中风险地区的人员外，对其他人
员不实施上岗前隔离。各地要保留
发热门诊和预检、分诊等制度，保

持应急处置能力，保证防疫流程畅
通，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
离、早治疗。在做好防疫工作前提
下，全面恢复城乡道路、公共交通
运输服务。物流园区、货运场站、
快递配送网点等要全面复工复产。
各地各部门要及时协调解决疫情防
控、企业复工复产、群众生活中的
实际困难，鼓励实干，务求实效，
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会议要求，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要指导各地落实属地责任，与湖
北省主动对接，安全有序做好外地
滞留在鄂人员返乡和湖北籍务工人
员输送返岗等工作。

李克强主持召开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针对
疫情变化部署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措施，在有效防控疫情同时积极
有序推进复工复产

以武汉市为主战场的全国本土疫情传播已基本阻断
但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决不可掉以轻心

3月23日，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抵达柬埔寨金边国际机场。
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一行7人23日早抵达金边国际机场，随机运抵的

还有 8.1 吨中方援助的 N95 防护口罩、医用外科口罩、医用一次性防护
服、红外线体温枪等医疗物资。 （新华社记者 毛鹏飞 摄）

中国医疗组抵达金边助柬埔寨抗击疫情

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记
者屈婷 伍岳）记者从 23 日举行
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
会上了解到，从当日零时起，所有
目的地为北京的国际航班均须从
12 个 指 定 第 一 入 境 点 入 境 。目
前，首都机场国际航班调整总体
来说运行平稳，12 个承接地海关
已做好应对准备。

根据民航局、外交部、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海关总署、国家移
民管理局 22 日发布的联合公告，
12 个指定的第一入境点为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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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民用航空局运行监控中心
副主任孙韶华说，首都机场已经成为
境外疫情阻击战的最前线。截至 22
日，民航已有 7个目的地是北京的国
际航班分别调整到呼和浩特、天津、
太原，调整总体来说运行平稳。

国家移民管理局边防检查管理
司司长刘海涛提醒，准备从北京首
都机场直接转机前往第三国的外国
旅客注意，行程会因此发生变化。请
充分考虑航班要在第一入境地点经
停，并办理入境手续和入境检疫的
因素，为转乘下一航班预留足够的
转机时间。对于不能在北京首都机
场直接转机出境的外国旅客，中国
的边检机关将做退运出境的处理。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目的地为北京的国际航班调整总体平稳

【紧接第1版】 我完全赞同习近平
主席的看法，疫情面前，任何国家都
不能独善其身，各国应加强合作。英
方支持世卫组织发挥重要作用，希
望各方在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
深化有关合作。中英两国今年将分
别举办《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
缔约方大会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双
方要以此为契机，推动国际社会加
强卫生防疫合作。我期待同习近平
主席保持密切交往，疫情过后早日
访华，共同推动英中关系发展。

新华社北京 3月 23日电 国
家主席习近平 23 日晚同法国总统
马克龙通电话。

习近平强调，今年 1 月以来，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期，
我同总统先生 3 次通话，充分体现
出我们之间的高度互信以及中法关
系的高水平。两国发扬彼此同情支
持的友好传统，相互援助医疗防疫
物资，为各国人民守望相助、共克
时艰树立了榜样。我密切关注当前
欧洲和法国疫情发展。法方正在采
取一系列积极有效防控措施，我向
法国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慰问并表
示坚定支持。中方愿继续向法方提
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

习近平应询介绍了中方疫情防
控的形势，强调中法共同肩负着维
护国际和地区公共卫生安全的艰巨

责任，双方应精诚合作，推进联合
研究项目，加强国境卫生检疫合
作，支持世卫组织工作，共同帮助
非洲国家做好疫情防控，努力打造
卫生健康共同体。中方愿同法方一
道，推动有关各方加强在联合国、
二十国集团等框架下协调合作，开
展联防联控，完善全球卫生治理，
帮助发展中国家和其他有需要的国
家加强能力建设，抵御疫情给世界
经济带来的冲击，让合作的阳光驱
散疫情的阴霾。

马克龙介绍了当前法国国内疫
情形势及采取的有关措施。马克龙
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巨大
的勇气和果断的措施，在短时间内
有效控制住疫情，我对此表示高度
赞赏。法方由衷感谢中方提供的宝
贵支持和帮助。法方愿同中方开展
双边卫生合作，并共同推动各方在
二十国集团、世卫组织等多边框架
内加强合作，携手战胜疫情，应对
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冲击。

两国元首同意保持密切沟通，推
动双边各领域交往合作，确保中法关
系继续在高水平上向前发展，维护中
法、中欧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新华社北京 3月 23日电 国
家主席习近平 23 日晚同埃及总统
塞西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这段时间，疫情
在全球多国多点暴发。事实再次表

明，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
体。各国必须团结合作，共同应
对。中国将同各国一道，基于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加强国际防疫合
作，携手应对共同威胁和挑战，维
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疫情发生
后，埃方对中国抗击疫情表达了支
持，体现了中埃风雨同舟的深厚友
谊和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
平。埃及当前也面临抗击疫情的紧
迫任务，中方愿同埃方及时分享疫
情信息、防控救治经验、医疗研究
成果，提供医疗物资，支持埃方疫
情防控工作，共同抗击疫情。相信
这次携手抗击疫情，将加深中埃两
国传统友谊。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
埃关系，愿同埃方携手努力，深化
各领域务实合作，把中埃关系打造
成构建中阿和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先
行先试样板。

塞西表示，中国抗击疫情取得
了积极进展，这再次证明主席先生
的英明领导是坚强有力的，中国人
民是团结伟大的。埃方一直坚信中
国能够成功战胜疫情，而且必将更
加强大。埃方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
和帮助，相信通过共同抗击疫情，
埃中两国友好关系将更加深入。埃
中是特殊友好的伙伴。我高度重视
埃中关系，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
进两国各领域务实互利合作，加强
在国际事务中的沟通协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