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浙土字 A〔2011〕—0597 号批复，清道观南侧及
西侧历史街区保护改造项目涉及慈城镇东门村的农用
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方案已经政府批准。为确保项目顺
利推进，保护被拆迁人合法权益，依据《宁波市征收集
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面向全市
公开选定房地产评估机构。

一、房屋拆迁评估范围及内容：
1、评估范围：清道观南侧及西侧历史街区保护改

造项目涉及慈城镇东门村剩余住宅房屋及附属设施，
涉及住宅 1 户，建筑面积约 320 平方米。最终房屋拆迁
建筑面积以实际核算拆迁面积为准。

2、评估内容：房屋等级、室内装修、附属设施及需
要评估的相关内容等。

二、报名要求：
1、有评估以上项目意向的；
2、本市三区（海曙、江北、鄞州）范围内，具有房地

产评估资质的机构或单位，且具有三区（海曙、江北、鄞
州）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评估经验的；

3、同意评估收费标准为 4 元/m2。
凡符合上述资格要求的房地产评估机构，请于

2020 年 8 月 25 日 15：00 前，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申请
文件包括：申请书；表明该组织合法存在的文件或有效
证明；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委
托代理人和法人的身份证明文件。有 2 家以上评估机构
参加报名的，要在拆迁人和被拆迁人的公开监督下，从
报名的具有法定资格的房地产评估机构中随机产生一
家评估机构。

报名地址：宁波市江北区大庆南路 189 号四楼 407
室

联系人：李老师 联系电话：0574-87388118
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江北分局

2020年8月20日

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江北分局
房屋拆迁公开选取评估单位公告

甬北征拆评 〔2020〕 05号

坐落于镇海区蛟川街道金锚楼西侧 15、16
号汽车库列入征收范围，因被征收人不明确，
凡认为对该财产具有所有权或其他财产权益
的，请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持合法
房屋权属来源证明文件，到蛟川街道拆迁办公
室 （金锚楼一楼西侧） 主张权利，逾期本机关
依法处理。

特此公告。
宁波市镇海蛟川房屋拆迁事务所有限公司

2020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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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记者
王秉阳 屈婷）在 8 月 19 日第三个

“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中宣部、国
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 2020 年“最
美医生”先进事迹，向参与疫情防控
的广大医疗卫生工作者致以崇高敬
意。

2020 年“最美医生”宣传发布
活动通过视频记录和现场讲述，充
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对卫生健康事业的高度重视，
对医疗卫生工作者的关怀关爱；集
中展现了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

广大医疗卫生工作者把人民群众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白
衣执甲、逆行出征，全心全意投入防
控救治，用血肉之躯构筑起阻击病
毒的钢铁长城；生动展示了以丁文
祥、王文涛、王锦萍、杨惠云、肖颖
彬、饶明俐、柴嵩岩、徐建国、蔡卫
平、魏文斌和健康扶贫团队为代表
的新时代医疗卫生工作者，牢记初
心使命，坚守工作岗位，精炼医技医
德，用实际行动践行着“敬佑生命、
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
崇高精神。

发布仪式现场播放了“最美医
生”先进事迹的视频短片，生动讲述
了他们的从医之路。中宣部、国家卫
生健康委负责同志为他们颁发了

“最美医生”荣誉证书。
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记者

陈聪）8 月 19 日是第三个“中国医师
节”。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
局监察专员郭燕红 19 日在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说，我
国医师队伍不断壮大，能力水平不
断提升。截至 2019 年年底，我国医
师总数已达 386.7 万人。

郭燕红说，截至 2019 年年底，
我国医师队伍人数比 2015 年增加
近 83 万人，增长 27.2%。在医师队伍
中，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人数占57.4%，
比2015年增长8个百分点。

郭燕红说，在强基层的重点引
导下，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医
师队伍建设在这几年得到长足发
展。截至 2019 年年底，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的医师数量达 143.7 万人，比
2015 年增加 33.5 万人，增长 30.4%。
基层医生数量增幅远高于医师队伍
整体数量增幅。

中宣部等部门联合发布2020年“最美医生”先进事迹，截至去年底——

我国医师总数已达386.7万人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最近一段时期，国内部分地方
从个别进口冷冻食品尤其是冷
冻生鲜产品外包装等检出新冠
病毒核酸阳性，引发社会关注。

那么，如何在进口冷冻食
品上确保“舌尖上的安全”？人
们在挑选、处置这些食品时又
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据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记者 刘红霞 赵文君 王雨萧

家住北京市海淀区的杨女士一
家爱吃海鲜，平日里杨女士没少网
购进口海鲜。不过，最近她不太敢买
了，“时不时看到进口海鲜外包装样
本等检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的新
闻，有点担心。”

杨女士的担心有一定普遍性。7
月份以来，国内零散发生几起进口
食品外包装检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
的情况。

比如，7 月 10 日，海关总署通
报，由厄瓜多尔 3 家企业生产的冻
南美白虾 1 个集装箱内壁样本和 5
个外包装样本中被检出新冠病毒核
酸阳性。8 月 13 日，广东省深圳市通
报，1份从巴西进口的冻鸡翅表面样
品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

从已经公开的情况看，“中招”的
进口食品大多来自南美洲，且以海鲜
为主。不少业内人士注意到，这些海
鲜肉类漂洋过海，都涉及一种广泛应
用的食品保鲜技术——冷链。

有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在相对
低温的冷链运输中，新冠病毒可以
保持更久的活性。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没有证据
证实冷链可以“生产”病毒。进口食
品外包装上的新冠病毒究竟从何而
来，仍需科学研究鉴定。

正是注意到与冷链运输潜在相
关的新冠病毒输入风险，我国相关
部门和地方已经采取了有针对性的
措施。

海关总署已明确，将进一步加强
对进口冷链食品的源头管控，严格口
岸检验检疫，保障进出口食品安全。

浙江省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浙江 6 月上线全省冷链食品
追溯系统，利用“冷链食品溯源码”
实现从供应链首站到消费环节最小
包装的闭环追溯管理。消费者通过
扫码，可以知道购买或食用的进口
和省外冷链食品的产品信息。

眼下，疫情还在全球蔓延扩散。
对于进口冷冻食品，没有必要过分
担心，但绝不能放松警惕，常态化疫
情防控下，要在“购、运、储、销、食”
上做好预防。

做好联防联控，首先要做好源
头管控。海关总署近期发布多份公
告，要么暂停境外部分企业向我国
出口相关食品，要么一些国家和企
业因疫情原因主动暂停向我国出口
相关产品。

对市场监管部门而言，要及时
采取相关风险控制措施，该停售的
停售，该下架的下架，该召回的召
回，该处置的处置。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食品安
全风险评估中心总顾问陈君石认
为，各部门术业有专攻，业务有侧
重，为了共同的目标，既要各司其
职，更要精诚协作，不留监管死角。

进口食品经营方则应该更好落

实主体责任，严格执行进货查验、索
证索票、人员健康管理制度，严格落
实加工制作规范，以及相关清洗消
毒等要求。

广大消费者选购、处置进口冷
冻食品时也应注意防护。业内人士
建议，购买、处置进口冷冻食品时尽
量避免用手直接触碰；注意生熟食
品分开处理；对进口食品外包装解
冻后用酒精消毒；清洗时做到不用
手触碰口鼻眼睛；生鲜产品充分烹
饪后食用。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技术负
责人玛丽亚·范凯尔克霍弗近日在
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对“数以
十万计”的进口食品包装袋实施相
关检测，结果发现“非常非常少、低
于 10 个”的阳性结果。

换句话说，“中招”的进口冷冻
食品占我国进口食品总量的比例相
当低，并且及时被“锁定控制”。

人们也很关心，冷冻食品“中
招”，会不会食客“遭殃”？

陈君石告诉新华社记者，从进
口冷冻食品外包装袋上检出新冠病
毒核酸阳性，只能表示食品外包装
曾经被病毒污染过，不能指向病毒
是否仍具活性。“简单说就是，它不
能确定病毒是‘死的’还是‘活的’。”

世卫组织专家也在不同场合表
示，目前没有新冠病毒经食物传播的
证据，全球确诊报告病例中，也都没
有因进食食品而出现病例的报道。

陈君石和范凯尔克霍弗等中外
专家都表示，即便新冠病毒确实存在
于食品中，只要处置得当、高温烹调，
它跟别的病毒一样可以被很快杀死。

还能愉快地吃进口冷冻食品吗？
——透视部分进口冷冻食品外包装等检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

郑州市郑东新区自动驾驶公交
1号线车辆行驶在试运行道路上（8
月18日摄）。

近日，郑州市郑东新区自动驾
驶公交 1 号线进行试运行。此次试
运行的自动驾驶公交项目，采用5G
信号覆盖、车路协同、人工智能等先
进技术，结合智慧站台、智慧场站等
一体化管控系统，实现驾驶车辆智
能监控、安全预警和与其他社会车
辆的同域协同运行。

（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自动驾驶公交
亮相郑州

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记者
陈聪）记者 19 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了解到，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印发了《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
八版）》。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

局监察专员郭燕红说，在诊疗方案
的修订和完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
总结临床经验，一方面不断优化诊
疗措施，使诊疗方案能够更科学、更
精准、更完善、更全面，更好地为提
高新冠肺炎的救治水平提供指南和
规范的框架。

具体来讲，在流行病学特点方
面，第八版诊疗方案明确“传染源主
要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患者和无
症状感染者，在潜伏期即有传染性，
发病后 5 天内传染性较强”，对传染
源和传播途径的表述进一步完善，
同时增加了“接触病毒污染的物品

也可造成感染”的表述。
在治疗方面，第八版诊疗方案提

出“不推荐单独使用洛匹那韦/利托
那韦和利巴韦林，不推荐使用羟氯喹
或联合使用阿奇霉素”，同时在重型、
危重型病例的治疗方面增加了“气道
管理”“抗凝治疗”方面的具体内容。

我国第八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发布

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记者
陈炜伟）国家统计局 19 日发布数
据，2020 年全国早稻总产量 2729 万
吨（546 亿斤），比 2019 年增加 102.8
万吨（20.6 亿斤），增长 3.9%。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李锁强
介绍，今年早稻生产虽然受南方部

分地区严重洪涝灾害的不利影响，
单产有所下降，但得益于播种面积
的大幅增加，全国早稻实现增产。

李锁强说，夏粮丰收和早稻增产
奠定了全年粮食稳定生产的基础，为
进一步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
实“六保”任务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2020年全国早稻增产

据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记
者刘奕湛）记者 19 日从全国扫黑办
获悉，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启动以来，
全国共打掉涉黑组织 3291 个、涉恶
犯罪集团 10418 个，破获刑事案件
364309 件、410974 人。

全国扫黑办挂牌督办案件新闻
发布会 19 日在京举行，发布山东杨
彦军案、湖南尚同军案、广东陈永森
案、青海“袁氏兄弟”案等 4起涉垄断
行业领域、实施黑恶犯罪的典型案件。
近一个月来，全国扫黑办紧盯“一十百
千万”行动部署，通过领导包案、特派督
导等方式，加快挂牌督办案件办理。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全国扫

黑办副主任王洪祥在发布会上介
绍，目前，全国扫黑办挂牌督办的
111 起案件中，已办结 31 起，尚在侦
查阶段 7 起、审查起诉阶段 17 起、审
判阶段 56 起；抓捕犯罪嫌疑人 9504
人，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及“保护伞”
3691 人，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
1267.75 亿余元。

7 月，全国扫黑办派出 30 个特
派督导组分赴全国 30 个省（区、市）
开展督导，带动全国各省（区、市）省
级领导包案 305 起、地市级领导包
案 1700 余起。全国侦办涉黑组织 61
个、涉恶犯罪集团 201 个，破获刑事
案件 7620 件、7151 人。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启动以来

全国共打掉涉黑组织3291个
涉恶犯罪集团10418个

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记者
温馨）针对索马里联邦政府外交与
国际合作部 18 日发表声明就“台湾
驻索马里兰代表处”正式挂牌谴责
台湾破坏索马里主权和领土完整一
事，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19 日说，
民进党当局妄图在国际上搞分裂活
动，绝不会得逞，也必然遭到国际社

会唾弃。
赵立坚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说，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公
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
共识。“我也奉劝有关方面，不要心存
侥幸，逆潮流而动，挑战一个中国原
则。这样只会引火烧身、自食其果。”

“台湾驻索马里兰代表处”挂牌

外交部：必遭国际社会唾弃

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记者
胡璐）记者 19 日从水利部了解到，
长江发生流域性大洪水。针对当前
汛情形势，水利部 19 日 9 时将水旱
灾害防御Ⅲ级应急响应提升至Ⅱ
级。

水利部有关负责人说，长江上
游发生 1981 年以来最大洪水，预计

20 日三峡水库将出现建库以来最
大入库洪峰 76000 立方米每秒。

这位负责人表示，水利部将进
一步加密水情监测和滚动预报频
次，科学精细调度长江三峡等水库
群，做好洪水防御工作。目前水利部
工作组正在重庆、四川防洪一线协
助指导洪水防范应对。

长江发生流域性大洪水

8月19日拍摄的中国建筑科技馆（无人机照片）。
当日，国内首家以建筑科技为主题的展馆——中国建

筑科技馆在武汉开馆。展馆建筑面积 1.9万平方米，采取预
约制参观，游客提前一天预约。在开馆当天，“火神山、雷神
山医院建设纪实展览”也在此开展。 （新华社发）

中国建筑科技馆
在武汉开馆

8月19日，嘉陵江洪水致使重庆磁器口古镇大门前路面被淹。
当日，受上游强降雨影响，长江、嘉陵江洪峰抵达重庆主城区，重庆迎来

今年入汛后最大洪水。重庆磁器口部分商铺和房屋被淹，当地受灾居民和商
户在防汛救灾人员的协助下有序撤离。 （新华社记者 唐奕 摄）

新一轮洪峰过境重庆
千年古镇磁器口受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