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的问题
（编号 A1-宁波-001）已整改完成。详细情况可登录
宁 波 市 政 府 网 站（http://www.ningbo.gov.cn/art/
2021/1/24/art_1229266314_59025061.html）查看。

公示期为 2021 年 1 月 25 日至 1 月 29 日，如有
异议，请在公示期内来电如实反馈。

电话：89183483
宁波市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宁波市美丽建设领导小组“五水共治”（河长制）办公室
宁波市生态环境局
2021年1月25日

关于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问题（编号A1-宁波-001）整改情况公示

宁波乐金甬兴化工有限公司拟在宁波市镇海区后海
塘海天路 66 号实施年产 15 万吨 NBL 高分子材料扩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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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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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前往宁波市镇海区后海塘海天路 66 号，宁波乐金
甬兴化工有限公司安环办公室查阅纸质报告书（工作日 8:
30～17:00，联系电话：0574-86377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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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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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地址及邮编：宁波市镇海区后海塘海天路 66

号
3）联系人：蒋思维；
联系电话：0574-86377090（周一至周五 8:30～16:30）
电子邮箱：swjiang@lgchem.com；传真：0574-86267371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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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G 化学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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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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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1 年 1 月 25 日~2021 年 2 月 5 日

宁波乐金甬兴化工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5日

宁波乐金甬兴化工有限公司年产15万吨NBL高分子材料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

2月2日 星期二

海曙区 联升一带、联多 5318095547、鼎易 5318118710、高吸 5320046151 （8:30-15:30）

上水碶新村二期 1 号配电室 1 号公变、上水碶 3 号公变 （9:00-17:00）

江北区 慈城镇小书房、西门外路 （8:45-15:45）

2月3日 星期三

海曙区 庄家山 1 号公变、万达船机配件 （9:00-17:00）

停电预告补充:

取消：

1月25日 星期一

海曙区 雅戈尔 3 号箱变 （9:00-17:00）

1月27日 星期三

海曙区 芸峰4号公变、芸峰1号公变、芸峰村经济合作社、芸峰五金厂、芸峰2号公变（9:00-15:00）

增加：

国网宁波供电公司

网址:95598.zj.sgcc.com.cn

计划停电预告

NINGBO DAILY11 国际/广告
2021年1月25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林金康

近日，美国表示寻求把即
将到期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
约》 延长 5年，俄罗斯随后对
此表示欢迎。分析人士认为，
双方的表态显示这一美俄间仅
存的军控条约有望延长，这对
两国及全球安全具有重要意
义，但双方矛盾并不会因此化
解。

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
记者 刘品然 胡晓光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 21
日表示，美方寻求把即将到期的

《新 削 减 战 略 武 器 条 约》 延 长 5
年。她说，在目前美俄处于对抗关
系之际，延长该条约的意义更显重
要。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旨在
限制美俄两国部署的战略核弹头和
运载工具的数量。2019 年 《中导
条约》 失效后，该条约成为两国间
唯一的军控条约。俄方此前已多次
表示愿意不设前提条件延长该条

约，但美方对此态度冷淡。双方去
年曾就续约问题举行数轮谈判，10
月提议将条约延长 1 年，但未敲定
细节。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 11 月
竞选连任失败后，续约问题便再无
进展。

美国新总统拜登领导的政府本
月 20 日上台后，一改特朗普政府
的冷淡态度，第二天便做出上述积
极表态，使这份将于今年 2 月 5 日
到期的条约被延长的可能性大大增
加。有分析指出，从时间上来看，
美俄在 2 月 5 日前延长该条约还来
得及，因为相关手续并不复杂。

针对美方的最新表态，俄总统
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22 日表示，俄
方对美国延长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
约》 的政治意愿表示欢迎，但认为
一切取决于尚待研究的美方提议细
节。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
示，俄准备立即与美方接触以尽快
延长该条约。

分析人士认为，美俄就延长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表达积极
意愿，背后各有考量。

从俄方看，延长该条约有利于
维护其在国际战略稳定领域的地
位，缓和与美国的对抗，避免被拖
入代价高昂的军备竞赛。

从美方看，拜登政府认为延长
该条约能继续以可验证的方式限制
俄战略核力量。有分析指出，美俄
在核武器现代化上存在不对称周
期，若条约失效，俄方或在未来数
年内获得相对优势，而延长条约则
能确保美方有效的核威慑。

同时，在特朗普政府频繁破坏
国际军控体系后，拜登政府希望通
过延长该条约并在此基础上与俄方
就新议题展开讨论，向盟友和国际
社会展现其对军控问题的承诺，重
塑美国信誉。

此外，支持军控是民主党和拜
登的一贯立场，续约符合其国内政
治利益，也可兑现拜登的竞选承
诺。

美俄在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
约》 延长问题上表现出积极意愿，
无疑是近期两国关系中的一个亮
点。不过分析人士认为，长期紧张
的美俄关系可能因此稍稍缓和，但
不会根本好转。

一些美国媒体指出，美俄均指
责对方干预内政，并且双方在乌克
兰、叙利亚、网络安全等问题上的
分歧难以弥合，两国关系短期内很
难出现实质性改观。

拜登在去年总统选举前“点

名”俄罗斯破坏美国安全与同盟体
系，是美国当前最大的威胁。拜登
提名的国务卿布林肯 19 日在国会
听证时明确表示，拜登政府会利用
包括制裁在内的政策工具确保俄罗
斯为其行为付出代价。

俄罗斯专家普遍认为，拜登不
会改变美俄关系的基本盘，也不会
改变美对俄政策的基本调门。遏制
俄罗斯仍是美国对俄政策的目标，
双方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短时间内
实难缓和。俄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
研究所所长加尔布佐夫明言，俄美
之间的不信任在拜登主政时代会继
续下去。

即便是在军控领域，鉴于美俄
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新削减战
略武器条约》 的延长也并不能化
解双方矛盾。美方希望签署新的
军 控 条 约 限 制 俄 方 开 发 新 型 武
器 ， 以 避 免 其 威 胁 美 方 战 略 优
势。俄方则认为美方尚未完成条
约规定的核裁军义务，且美方的
反导系统、太空武器等也应被纳入
新军控条约之内。

分析人士指出，美俄即使续
约，之后的军控谈判也将非常艰
难，两国在该领域的博弈仍将持
续。

军控条约有望延长 美俄矛盾依旧难解

新华社曼谷1月24日电
记者 王亚光 明大军 任芊

泰国近期新一轮新冠疫情暴发
令当地经济雪上加霜。分析人士认
为，泰国政府正在疫情防控与重振
经济之间艰难寻求平衡，经济复苏
进程面临重大挑战。

2020 年 12 月下旬，泰国沙没
沙空府海鲜市场和罗勇府赌场分别
发生大规模感染事件，导致泰国第
二波疫情暴发，包括首都曼谷在内
的全国多地受到影响。泰国开泰研
究中心初步预计，第二波疫情在一
个月内将给泰国经济造成约 450 亿
泰铢 （1 美元约合 30 泰铢） 损失。

然而，泰国政府目前并未如去

年一样采取全国性的强制封锁措
施，而是按疫情严重程度和发展态
势分级施策、动态调控。泰国正大
管理学院中国-东盟研究中心主任
汤之敏说：“泰国政府这种做法吸
取了第一波疫情时的经验教训，以
求在控疫情和保经济之间维持平
衡。”

为控制疫情，泰国政府决定自
1 月 4 日起对包括曼谷在内的全国
28 个府级行政区实施为期一个月
的严格管制措施，包括限制商家营
业时间、关闭高风险场所、线上教
学、公务员居家办公及加快排查风
险群体等。

此外，泰国政府计划通过压缩
政府开支和向金融机构贷款等方

式，筹措超过 1.9 万亿泰铢来刺激
经济。这笔资金将用于医疗卫生开
支、补助农民和商家、稳定金融市
场、发放优惠贷款等。

旅游业是泰国支柱性产业，新
冠疫情肆虐全球导致赴泰外国游客
人数急剧下降。受此影响，泰国央
行日前将 2021 年该国经济增长预
期由此前的 3.6%下调至 3.2%。

为支持旅游业，泰国政府日前
推出一项名为“泰人游泰”的计
划。这项预算为 224 亿泰铢的项目
旨在通过政府补贴酒店和机票价
格，鼓励本国民众国内旅游。

泰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认
为，该国经济短期内还会受新一轮
疫情影响，未来复苏进程则取决于

外国游客赴泰情况、劳动力市场发
展状况等因素。

泰国 2019 年经济增速为 2.4%，
在东盟国家中排名靠后。汤之敏表
示，泰国经济疲软在新冠疫情之前
已露端倪，疫情更加剧了这一态势。

“从各国宏观经济实践看，货
币和财政政策目前在扩大实体经济
总需求方面作用有限，政府应该通
过政策组合，着眼于供给侧结构调
整。”汤之敏说，在“一带一路”、
中国-东盟自贸区和 《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 等框架下加强与
中国的经贸合作对泰国非常重要。

他 说 ， 泰 国 可 在 电 子 商 务 、
5G、人工智能等方面深化同中国
的合作，抓住机会推进经济转型。

泰国在控疫情与保经济间艰难寻找平衡

1月 23日，在美国纽约，国
民警卫队队员在位于贾维茨会展
中心的新冠疫苗接种中心接待民
众。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23 日发布的新冠疫情统计数据
显示，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
2499万例。

（新华社发）

美国：

新冠确诊病例
超2499万例

新华社圣地亚哥 1月 23日电
（记者尹南 张笑然） 智利大学全
国地震中心 23 日说，南设德兰群
岛 23 日晚发生 7.1 级地震。目前尚
无人员伤亡报告。位于南设德兰群
岛乔治王岛的中国南极长城站人
员、设备安全。

记者当天从中国驻智利大使馆
处了解到，长城站震感明显，工作
人员平安，设备运行正常。

据智利大学全国地震中心发布

的信息，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 23
日 20 时 36 分 （北京时间 24 日 7 时
36 分），震中位于智利南极爱德华
多·弗雷·蒙塔尔瓦总统基地以东
210 公里处，震源深度为 10 公里。

智利内政部下属的国家紧急事
务办公室 23 日晚向智利在南极基
地的人员发布了紧急疏散和远离海
岸的警报，但由于警报系统错误，
信息被传至智利全境，引发部分沿
海地区出现混乱。

南设德兰群岛发生7.1级地震

中国南极长城站运转正常

新华社巴格达 1 月 23 日电
（记者张淼） 伊拉克警方 23 日说，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当
天在伊北部萨拉赫丁省发动袭击，
造成 5 人死亡、4 人受伤。

萨拉赫丁省警方官员穆罕默
德·巴齐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说，“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当晚在
该省东部地区袭击什叶派民兵武装

“人民动员组织”一处岗哨，双方
发生激烈交火，导致包括 1 名指挥

官在内的 5 名“人民动员组织”人
员死亡、4 人受伤。在增援的安全
部队赶到后，“伊斯兰国”武装分
子逃离现场，其伤亡情况不详。

2017 年 12 月，伊拉克宣布取
得打击“伊斯兰国”的历史性胜
利，但目前伊境内仍有极端分子伺
机发动袭击。本月 21 日，“伊斯兰
国”武装分子在伊首都巴格达市区
制造两起自杀式爆炸袭击事件，造
成 32 人死亡、110 人受伤。

“伊斯兰国”武装分子
在伊拉克发动袭击
造成5人死亡、4人受伤

新华社里斯本1月24日电（记
者温新年 赵丹亮）葡萄牙 24 日举
行总统选举。最新民调显示，现任总
统马塞洛·雷贝洛·德索萨的支持率
在 7 名候选人中遥遥领先，有望在
第一轮投票中赢得连任。

葡萄牙全国有 1000 多万名合
法选民，投票于当地时间上午 8 时
开始，晚上 7 时结束，预计投票结果
将于当晚揭晓。

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的总统
选举是在葡萄牙遭遇严重疫情的情
况下举行的。葡卫生总局 23 日公布
的数据显示，该国新冠累计死亡病
例已超万例，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和

死亡病例均创该国疫情暴发以来新
高。面对严峻形势，葡萄牙政府采取
了严格的防控措施。

葡萄牙总理科斯塔 24 日在社
交媒体上表示，为保证投票工作顺
利进行，降低疫情风险，政府在全国
设置了 1.2 万个投票站，创历史纪
录。他呼吁选民遵守四项基本安全
规则：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注意
消毒、自带钢笔。

葡萄牙宪法规定，候选人在选
举中需要获得过半数选票，才能当选
总统。如果没有候选人在首轮投票中
获得半数以上选票，得票率最高的两
名候选人还将进行第二轮角逐。

葡萄牙举行总统选举

【上接第1版①】
农舍不远处，是一处崭新的综

合体。记者在门口看到，这里挂着
“浙东延安红色文化学院”和“浙江
四明山新希望绿领学院”两块牌子。
邱民波带着记者一边往里走一边介
绍，会务培训产业是横坎头村引客
的另一个渠道，主要承接机关企事
业单位以及农技、乡村治理等方面
的培训项目，同时与杭州、宁波等地
多所高校合作，力争让高校每年数
十万人次的培训量尽可能多地落地
横坎头村。

据酒店工作人员介绍，去年 11
月中旬，宁波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

基地在该村乡村旅游综合体挂牌；
同月下旬，浙江万里学院的培训项
目落地。“一次规模为 30 人的会务
培 训 ，一 天 的 旅 游 产 值 就 有 1 万
元。”黄科威说，眼下年关将近，加上
疫情防控收紧，业务不多，但是工作
人员的培训提升一刻也没有停下，
大家修练内功、研讨课程、做精服
务、提升细节，静待客来。

“等到村里的民宿农家乐产业
连片发展起来后，我们会把更多会
务培训的客人推送给民宿，把客人
的餐饮需求推送给农家乐。”黄科威
说，去年，学院已经给农家乐带去十
多万元的餐饮订单。

【紧接第1版②】加强行业规范鼓励
企业自律等，通过一系列“组合拳”
优化产业培植，进一步扶优汰劣。

比如，定期发布 《宁波市产业
用地标准》，明确投资强度、容积
率、亩均税收、单位能耗增加值、
单位排放增加值等准入性指标，强
化产业项目准入管理；探索建立工
业用地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加强
工业用地使用权出让抵押二级市场
管理规范，促进土地要素顺畅流动
和高效利用；充分衔接新一轮城市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三线一单”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等，高起
点、高标准编制发布工业集聚区专
项规划。

按照计划，我市力争至 2025
年底，改造提升低效工业区块 200
个，新增小微企业园 120 个，培育

“小升规”工业企业 3000 家、科技
型中小企业 3 万家，整治提升“两
小”企业 1.5 万家，建立相对完善
的产业治理政策体系、协同高效的
工作推进机制，实现治理能力和治
理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探索形成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宁波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