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构名称：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东城支行

机构编码：B0006S233020021

许可证流水号：00638936

批准成立日期：2013年12月27日

营业地址：宁波市鄞州区

中山东路1938、1942、1946号

邮政编码：315000

电 话：0574-87235323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

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

的为准。

发证机关：宁波银保监局

发证日期：2020年6月29日

经宁波银保监局审核通过，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东城支行营业场所变更为：宁波
市鄞州区中山东路 1938、1942、1946 号，现予以公告。

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东城支行变更营业场所的公告

7月13日 星期一
海曙区 朱韩 2 号公变(7:30-15:30)；宁波市海曙

区龙观新农村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8:00-15:30)
江北区 洪塘街道永驰重车公司 （8:30-14:30）；

慈城镇枫湾村 （8:00-11:00）
杭州湾新区 科学中学、滨海开发、慈溪市水利

局、管委会污水泵站、中国移动(新区北汇聚）、富民
村部分地区 （7：30-11：30）

7月14日 星期二
海曙区 博泰 5310003010、上宁 5310025520、华

茂 5310003450、 宋 家 漕 村 一 带 (8:30- 16:00); 联 达
5320032269、前元村 4 号公变、金宇 5320110526、前
元村 6 号公变(7:30-15:30);铭宇 5320261321、布政村 3
号公变(8:00-16:00);程家 4 号公变 （8：00-16：00）

江北区 甬江街道环城北路东段 814 弄，格林威
尔、中磊毛纺、鑫祥冷冻、舟甬仓储、云充汽车、兴
升运输中心、嘉璐冷冻(8:00-12:00)

杭州湾新区 下一灶村部分地区 （7:30-15:20）
7月15日 星期三
海曙区 万 华 村 一 带 (8:30- 16:00)； 南 方 塑 料

5318040968(8:15-16:00)；红岩汽配厂、宁波海翊实业
有限公司、上凌 3 号公变、米利鸟服饰、利坤电子、
百安弘金属设备制造、海邦塑胶制品(7:30-14:00)

江北区 洪塘街道名匠设备厂、宝成物业公司、
凯必盛有限公司、宝成机械厂、元隆材料厂、优耐特
模具有限公司、摩多巴克斯有限公司(8:00-15:00)

7月16日 星期四
海曙区 三角地箱变更换(8:30-17:00)；浙江商业

技术学院 5001255452(9:00-17:00)；宋家漕村一带、正
大 5310002370、清水湾(8:45-16:00)；万华村一带(8:
15-16:00)；张家潭村 15 号公变(7:30-15:30)；雅戈尔
服装 5002207700、塘西陈江岸公变、塘西陈江岸 2 号
公变(8:00-16:00)；章水镇:字丰村一带字丰 1 号公变(8:
30-16:00)

江北区 甬江街道孔浦自然村，孔浦街道文竹社
区(9:00-14:30)

杭州湾新区 桥南村部分地区、睿虎塑料紧固
件、展新机械 （8:45-16:30）

7月17日 星期五
海曙区 宝丰闸箱变更换(8:30-17:00)；梅梁桥村

一带(8:30-16:00)
7月18日 星期六
杭州湾新区 江南村部分地区、新建村部分地

区、致味达食品、西一摩托车配件、创鑫车辆零部
件、星星制带、众康机械配件石 （6：30-9：30）

停电预告补充:
取消:
7月9日 星期四
海曙区 利 精 5318002125、 通 盛 5310603840(8:

00-16:00)
国网宁波供电公司

网址:95598.zj.sgcc.com.cn

计 划 停 电 预 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庆丰桥维修工程已由宁波市城市管理局以甬

城管〔2018〕11 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宁波市市政设施中心，
招标人为宁波市市政设施中心，招标代理人为宁波市斯正项目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财政资金，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资格预
审。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庆丰桥
建设规模：全长约 1750 米，对庆丰桥主塔、主缆、锚头、锚

室、吊索等进行维修。
招标控制价：2406.6845 万元
计划工期：270 日历天
招标范围：主桥主缆、吊索、梁端锚室、塔顶鞍室、混凝土箱

梁、钢箱梁、塔索，引桥伸缩缝、支座钢板、防撞墙、隔音屏、检修
车、桥头堡、车辆动态称重抓拍系统、混凝土主缆（裂痕）等的维
修施工总承包

标段划分：1 个标段
质量要求：按国家施工验收规范一次性验收合格
安全要求：合格
3.申请人资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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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许可证，须同时具备①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
壹级及以上资质；②特种工程（结构补强）专业承包资质；或由
具备上述①②资质的单位组成的联合体，并在人员、设备、资金
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2 拟派项目经理资格均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壹级注册建
造师执业资格，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 证）,组成联
合体的，拟派项目经理由联合体牵头人委派。

3.3 申请人（联合体各方）及拟派项目经理须在宁波市建筑
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登记信息的，其相关内容已经该系统审
核通过。

3.4 企业注册地在浙江省行政区域以外的申请人已通过浙
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备案登记。

3.5 申请人（联合体各方）人工工资担保须在宁波市建筑市
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里显示：

①已在宁波市行政区域内审核通过（适用于企业注册地为
宁波大市范围内的申请人）；

②已在宁波市海曙、江北、鄞州任一一区审核通过（适用于
企业注册地为宁波大市范围外的申请人）；

3.6 拟派项目经理无在建项目。拟派项目经理在“宁波市建
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有未解锁项目的视同有在建项
目，因特殊情况未能解锁的，须提供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
委托相关机构确认的证明资料。

3.7 申请人（联合体各方）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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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申请人（联合体各方）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
不得为失信被执行人。招标代理人对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
拟派项目经理失信信息进行查询（具体以开标当天“信用中国”
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 查询为准），若为失信被执行人的，
则否决其投标。若在开标当天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无法查询且
一时无法恢复的，可在中标公示期间对中标候选人进行事后查

询，如中标候选人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则取消中标候选人资格，
重新招标。

3.9 其他要求：详见第三章“资格审查办法”资格审查办法
前附表第 2.2 款规定。

3.10 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
列要求：联合体牵头人应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及
以上资质；组成联合体的投标人不超过 2 家。

3.11 各投标申请人均可就上述标段中的 1 个标段投标。
4.资格预审方法
4.1 本项目资格预审采用的有限数量制；
4.2 通过资格预审的申请人数量 11 家。
5.资格预审文件的获取
5.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规定的资格预审文件下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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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下载资格预审
文件，未购买资格预审文件的投标人，其投标申请将被拒绝。

5.2 资格预审文件每套售价 300 元，售后不退。
5.3 如有补充的招标（资格预审）文件请关注本网站，自行

下载，不另行提供纸质版补充文件。
5.4 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资格预审文件，有意参加投标

申请者在网上购买文件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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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资格预审文件网上下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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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机构联系。
6.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递交
6.1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即投标申请截止时

间，下同）详见时间安排表，资格审查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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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为网上招投标项目，电子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须用宁
波网络投标工具V7.4.3生成并在投标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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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申请人可提交备份电子资格预
审申请文件（光盘或 U盘形式），如提交备份电子投标文件的，应
单独包封并在包封上正确注明招标工程名称、投标人名称等内
容，且与上传至系统中的保持一致。否则其投标将被拒绝。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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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作否决资
格预审申请处理。

温馨提示：为保证投标文件在投标截止时间前顺利上传，
投标人应适时提前上传投标文件，避免网络原因引起上传失败
或上传时间超出投标截止时间等问题。

7.资格预审文件公告发布
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

站、宁波日报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市政设施中心
联系人：项工
招标代理机构：宁波市斯正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宁穿路 566 号创意三厂 3 幢楼 2 楼
联系人：胡旭昂
电话：0574-87565555-9830 传真：0574-87158610

庆丰桥维修工程（施工）资格预审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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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7月4日电
记者 邓仙来 孙丁 徐剑梅

特朗普本月 4 日晚在白宫发表
独立日演讲，其中谈及疫情的篇幅
并不多。他称美国抗疫取得了“许
多进展”，重申病例激增是“大规
模检测”的结果，而“99%的病例
完全无害”。特朗普还表示，美国
也许“远不用等到年底”就会研制
出新冠疫苗或药物。

此前，特朗普已于 3 日在俗称
“总统山”的南达科他州拉什莫尔
峰国家纪念碑脚下发表演说，几乎
未提疫情。当天有数千人参会，相
互间没有保持社交距离，也鲜有人
佩戴口罩。

美国目前依然是全球疫情最严
重的国家，且疫情有再度加剧的趋
势。美国疾控中心 4 日公布的数据
显示，美国 3 日新增确诊病例达到
57718 例，这也是进入 7 月以来连
续第三天单日新增病例超过 5 万
例。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

学最新统计数据，美国累计确诊病
例逾 283.6 万例，死亡病例逾 12.9
万例。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首席卫生
记者桑贾伊·古普塔 4 日发表文章
说，从美国疫情形势来看，现在还
远没到庆祝的时候。他认为，美国
部分地区存在疫情失控风险，美国
应当对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反思。

特朗普 4 日独立日演讲的一大
重点是抨击“激进左翼”。他批评
当前美国各地移除内战时期维护奴
隶制的南方邦联纪念物及历史人物
雕像的风潮，称那些人是“愤怒的
暴徒”，表示要保护美国历史遗产

和生活方式。这与他 3 日在“总统
山”下的讲话相呼应。

过去一个多月来，美国非裔男
子乔治·弗洛伊德遭白人警察暴力
执法后死亡一事在美国引发持续的
全国性抗议活动，各地随之掀起移
除历史人物雕像等纪念物的风潮。

分析人士认为，在美国社会因
种族歧视等问题而分裂加剧之际，
特朗普仍不断发表措辞激烈的言
论，这种做法意在吸引更多保守派
选民，为他竞选连任造势。

近来，美国多家民调机构数据
显示，特朗普民调支持率落后于拜
登，且差距在继续拉大。现在距离

11 月初的美国总统选举投票日仅
有约 4 个月时间。随着大选日益临
近，民主党与共和党间的争斗将更
加激烈，从疫情到种族问题都将继
续成为双方相互攻击的武器。

对于特朗普的“总统山”演
讲，已锁定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的拜登竞选团队批评说，特朗普政
府置新冠患者、失业者和美国宪法
于不顾，让美国付出了残酷代价。
特朗普竞选团队则回击，指责拜登
是“挑起文化战争的左翼暴徒”的
同盟。双方口水战愈演愈烈，都试
图利用独立日的机会吸引选民支
持。

疫情严峻 分裂加剧
——今年美国“生日”不快乐

7 月 4 日是美国独立日。
此前一天，美国公布的单日新
增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数达到
57718例，创下疫情暴发以来
单日新增病例数新高。

尽管疫情形势严峻，美国
总统特朗普依然在3日和4日
连续两天举行庆祝活动，并在
演讲中淡化疫情影响、抨击美
国国内的移除雕像风潮，为自
己竞选连任造势。分析人士认
为，随着总统选举临近，党派
斗争日益激烈，加之疫情和种
族问题的双重打击，美国社会
分裂进一步加剧。

7月4日，参观者在当日重新开放的美国纽约“9·11”世贸中心遗址参观。 （新华社发）

新华社日内瓦7月4日电（记
者刘曲） 世界卫生组织 4 日宣布停
止其“团结试验”项目中羟氯喹和洛
匹那韦/利托那韦两个分支的试验，
理由是这些分支试验中的新冠住院
患者病亡率几乎或完全没有下降。

世卫组织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表
示，试验结果显示，与标准护理分

支相比，羟氯喹和洛匹那韦/利托
那韦分支几乎或完全没有降低新冠
住院患者的病亡率。结合试验结果
以及本周召开的第二次新冠全球科
研论坛对有关证据的评估，该组织
最终决定停止这两个分支的试验。

世卫组织强调，这一决定仅适
用于针对新冠住院患者的“团结试

验”，并不影响其他对非住院患者
使用羟氯喹或洛匹那韦/利托那韦
的研究评估，或作为新冠暴露前或
暴露后预防的评估。

世卫组织表示，虽然这两个分
支的试验结果都未明确显示患者病
亡率上升，但在“团结试验”的附
加项目——由法国主导的“发现试

验”中，临床实验室结果中仍出现
一些相关的“安全信号”。

“团结试验”项目由世卫组织
于 3 月启动，旨在通过对比多种新
冠疗法为住院患者寻找有效的治疗
方法。“团结试验”项目目前已招
募 到 来 自 39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约
5500 名患者参与。

世卫组织停止羟氯喹、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分支试验

新华社莫斯科7月5日电 美
国太空探险公司驻俄代表处 5 日表
示，两名候选太空游客已与该公司
签订 2021 年赴国际空间站旅行合
同，届时俄将发射一艘“联盟”载
人飞船运送这两名游客。

据俄新社 5 日报道，2019 年年
初，俄罗斯国家航天公司与美国太
空探险公司签订合同，在 2021 年
年底前运送两名太空游客前往国际
空间站。2019 年 6 月，太空探险公
司宣布已有两名候选游客。

在此之前，国际空间站的“观
光游”一次只安排一名太空游客。
此次太空游首次安排两名游客同乘
一艘俄飞船，他们两人将在一名经
验丰富的宇航员带领下完成整个行

程。
另据俄罗斯能源火箭太空公司

网站 6 月 25 日发布的公告，该公司
已与美国太空探险公司签署合同，
两 名 游 客 将 于 2023 年 搭 乘 “ 联
盟”载人飞船前往国际空间站俄罗
斯舱段，其中一人将在俄宇航员陪
同下进行太空行走。公告称，这将
是首次商业太空行走。据悉，这名
游客的太空行走时长为 90 分钟至
100 分钟，大约相当于空间站绕地
球飞行一周的时间。

据介绍，国际空间站“观光
游”费用不菲。在不同时期，空间
站之旅对单个游客“开价”2000
万至 5000 万美元不等，但最终成
交价并不会正式对外公布。

两名太空游客
将于明年底前同游空间站

新华社新德里7月5日电（记
者姜磊） 据新德里电视台网站 5 日
报道，印度北部近日遭遇雷电暴雨
天气。北方邦 4 日有 23 人因雷击死
亡、29 人受伤，大部分遇难者是
在稻田里劳动或在树下躲雨的农
民。

这家网站 4 日晚间曾报道，同
样位于北部的比哈尔邦 4 日也有 23
人死于雷击。

另据 《印度斯坦时报》 5 日报
道，自 5 月 15 日以来，比哈尔邦和

北方邦已有 315 人遭受雷击死亡。
6 月 25 日和 7 月 2 日，仅比哈尔邦
就分别有 92 人和 26 人死于雷击。

比哈尔邦首席部长库马尔和北
方邦首席部长约吉·阿迪蒂亚纳特
分别下令，给每位死者家庭发放
40 万 卢 比 （约 合 3.78 万 元 人 民
币） 补偿金并让伤者免费接受治
疗。

印度每年 6 月至 9 月是季风雨
季，雷电暴雨天气频发，雷击造成
人员伤亡的情况时有发生。

印度北部46人因雷击死亡

7月3日，蝗虫在也门首都萨那天空飞舞。
也门首都萨那近日再次遭遇蝗虫入侵，遮天蔽日的蝗虫啃食农作

物，给当地农业带来巨大损失。
（新华社发）

也门首都萨那再遭蝗虫入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