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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通苏嘉甬铁路杭
州湾大桥工程地质勘察正式挺进
滩涂区，工期暂定一个月。据
悉，随着滩涂勘察的启动，标志
着该工程地质勘察进入收尾阶
段，预计 5 月底前完成全部勘察
工作，比原计划提前 3 个月。

杭州湾上现有嘉绍大桥和杭
州湾跨海大桥两座公路桥，新建
的 跨 海 铁 路 大 桥 位 于 两 桥 之
间，北起嘉兴海盐县，南至宁
波杭州湾新区，跨海段长 29.2 公
里，是杭州湾上第一座跨海铁
路大桥。

勘 察 设 计 是 建 好 大 桥 的 重
要前提。去年 10 月 18 日，整体
勘察工作正式启动。去年 12 月
22 日，海上钻探启动。截至目
前，勘探工作共计投入 8 个钻探
平台，已完成工作量的 70%。

据悉，海上钻探施工环境可
分为两类，分别为深水区和滩涂
区。受杭州湾水域水文条件影
响，杭州湾南北两岸滩涂区面积
差异较大，呈南宽北窄分布。本
次按照线位计划通过 36 个钻孔对
南岸 2.3 公里长的滩涂区进行地
质勘察。“这是整个项目地质勘
察作业风险和难度最高的一段，
为保障地质勘察顺利进行，本次
作业将采用‘坐滩法’施工工
艺，为全省首次。船舶需要乘高
潮进入施工水域，随后坐底进行
施工，这将对船舶的稳性、强度
以及设施设备的安装操作带来巨

大的考验。”宁波海事局通航管
理处处长戴林伟说。

为保障坐滩施工的安全性，
宁波海事部门成立专班指导施工
单位制定“坐滩法”施工专项方

案，从作业船舶的选择、施工组
织安排、应急救援、人员培训等
多方面采取措施，确保施工安全
有序。

市铁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今

年春节以来，近 300 名勘察作业
人员放弃休假，全力抢时争效，
勘察工作跑出了加速度，为通苏
嘉甬铁路力争今年开建打下坚实
基础。

通苏嘉甬铁路杭州湾大桥工程离开工又近了一步

地质勘察5月底前完工

记者 单玉紫枫

昨天，“世纪大堵船”成功上
浮，全球外贸人喜大普奔。宁波博
闻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邬军听第
一时间给记者报喜：“第 7 天了！
总算来了一个好消息。”

据彭博社援引海事服务提供商
Inchcape 报道称，在救援队伍的努
力下，堵塞苏伊士运河的货轮“长
赐号”已重新上浮。文章称，目前
尚不清楚这条水路何时能开放交
通。

另据当地媒体报道，苏伊士运
河管理局主席当地时间 28 日称，
目前在运河中等待通航的船只已达
369 艘，其中有 25 艘油轮。

“不过，从成功上浮到全面脱
困，再到近 400 艘船通过，恢复正
常通航，还要一段时间。”邬军听

告诉记者，苏伊士运河堵塞这个
“黑天鹅”事件给外贸人敲响了警
钟，全球贸易不能过度依赖海运，

“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而应
推动类似中欧班列的陆上物流体系
建设。据他所知，目前经过推广，
各地常设的中欧班列已有 28 列。

对此，中国信保宁波分公司知
名讲师孟祥龙也持同样观点。他
说：“虽然目测这只是一起由发动
机失速引起的触礁事件，但已引发
了一系列的蝴蝶效应，比如通往该
航道的季节性商品将大受影响，全
球能源大通道严重受阻，全球运费
市场价格产生波动，跨境电商业务
面临严峻的补仓压力。”他特别强
调，受此影响，中欧班列面临井
喷，提醒企业停止观望，预订需赶
紧行动。

记者随即联系了互联网+多式

联运公司宁波铁大大网。近年来，
铁大大专注于为客户提供中国-欧
洲及俄罗斯国际铁路的整箱和拼箱
进出口服务，业务量增长迅速。

“询价的人蛮多的，现在预订
中 欧 班 列 平 均 需 要 等 待 2 周 时
间。”铁大大网总经理邵一峰告诉
记者。从 3 月 23 日船堵了以后，大
家一开始很乐观地以为很快能解
决。结果到昨天才开始浮起来，后
面还有近 400 艘船在等待，这势必
影响全球供应链。“目前来看，铁
路是最好的选择。这次‘黑天鹅’
事件，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国际
贸易通道的作用，所以我们也在积
极开拓更多新的道路，比如到中东
欧国家开出新的班列、在已有的目
的国新设定制化班列，我们现在正
在努力开通到英国的铁海联运。”

对比中欧班列和海运两大运输

模式，一个最明显的信号是，随着
船运费不断飙升，二者的成本正无
限趋同。部分线路的中欧班列运费
已和海运相差无几。“二者运费原
来 相 差 1.5 倍 ， 现 在 已 经 接 近 持
平。另外，考虑到海运到目的国
后，还要从沿海再拖到内陆，另外
增加费用。所以，总的看下来，中欧
班列甚至还有一定的价格优势。”邵
一峰指出。

再看运输时间，中欧班列更是
将海运远远甩在了身后。以波兰为
例，海运需要 35 天，中欧班列平均
需要 12 天。如果从西安发列，到波
兰马拉舍维奇，最快仅需 8 天。

据悉，今年宁波铁大大网中欧
班列整箱业务同比增长 30%，拼箱
业务则同比增长 80%。现在一季度
还没结束，今年的营业额已经超过
1 亿元。

这家甬企做中欧班列一季度进账1个亿
受苏伊士运河堵塞事件影响，中欧班列询价量上升

在奉化区溪口镇董村和栖霞坑村附近的樱花谷，竞相怒放的数百棵樱花树与曲曲弯弯的盘山公路相映成趣。这一赏樱打卡胜地，迎来了一年一度最
佳的赏花期。 （樊建威 严龙 摄）

本报讯 （记者厉晓杭）为推介
和展示宁波各地“精品线路”“特色
街区”“亮点工程”，接受群众监督，
推动项目建设，今天 14 时 30 分，市
政府新闻办将召开“我在宁波遇见

美好”专题新闻发布会，届时各区县
（市）主要领导将分别作推介。

甬派将进行现场直播。宁波电
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第一发布》 栏
目，将于今天 20 时播出相关节目。

“我在宁波遇见美好”
今天我市发布各地精品线路、特色街区、
亮点工程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周
颖）宁波已开始全民接种新冠病毒
疫苗，最近，市民们纷纷前来询问：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后，可以献血吗？
昨天，记者就此特别采访了宁波市
中心血站。有关负责人明确答复：接
种新冠病毒灭活疫苗者，48 小时后
可献血。据了解，我市近期接种的大
部分是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3 月 25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中
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下发《血
站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指
引》。《指引》指出，新冠病毒灭活疫
苗接种者，接种后 48 小时后可献
血；接受其他类型新冠病毒疫苗接

种者（不包括减毒活疫苗），疫苗接
种当日起，14 天后可献血。

同时，参考《献血者健康检查要
求》，结合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实际情
况，《指引》还规定新冠病毒感染者
治愈后 6 个月内不可捐献全血和血
小板。

我市目前每天需要 400 人份左
右的血液才能保障临床救治患者所
需血液，为了那些亟待输血治疗的
同胞的生命与健康，市中心血站呼
吁爱心市民：在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的时候，留心疫苗的种类，在间隔期
到后捐献热血，大家共同守护甬城
健康。

接种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48小时后就可献血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王
伊婧）昨日，中铁隆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档案馆向天一阁博物院捐赠了一
批现当代宁波籍名人的手书信件、
文章手稿、登记履历、照片等各类文
献资料，共计 60 件，涉及的人物有
民国政要、科学家、国学家、文学家、
戏剧家、法学家、经济学家和企业
家，如翁文灏、童第周、贝时璋、袁牧
之、石钟慈、孙儒泳、周尧、陈训慈、
楼适夷、唐弢、董辅礽、冯骥才等，时
间跨度从 1924 年到 1994 年。

其中，地质学家翁文灏的手书
信件是于 1958 年 5 月 14 日写给时
任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冀朝鼎的。当
时，翁文灏任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
央常委。在信中，他就是否与法国纺
织公司合作发展中国工业事宜向冀
朝鼎征求意见。这也从侧面见证了
翁文灏在为中国地质学教育、矿产
开探、地震研究等方面作出杰出贡
献之余，以学者之身从政，积极致力
于中国工业建设。

童第周的手稿写于上世纪 60
年代初期，其时任中国科学院生物
学部主任、动物研究所研究员。文稿
题为《动物是怎样发生的》，用墨蓝
色钢笔书写在蓝格稿纸上。全文字

迹清晰流畅，9 页文稿有如一气呵
成，其中还可见几处红笔修改痕迹。

还有著名乡土作家王鲁彦在
1943 年 4 月 25 日写给靳以的一封
信。信写在 《文艺杂志》 的信笺
上。《文艺杂志》 是抗战时期大后
方最有影响力的文学期刊之一，由
王鲁彦创办并主编。他为这份杂志
耗尽生命最后的精力。信中提到：

“我病已四月，喉哑，隔日发烧咳
嗽，夜间尤剧，医云系肺结核兼喉
管结核⋯⋯你的稿费二百多元，我
擅自借用了，至今还不出，盖贫困
太甚也。”贫病交加之处境，跃然
纸上，一年后王鲁彦病逝，年仅
43 岁。这封信是研究左翼文学活
动的重要史料。

资料中还有一页著名作家冯骥
才在 1980 年 3 月 24 日填写的 《作
者情况登记表》，填表时他 38 岁。
当时冯骥才在作协天津分会从事专
业创作，这张表是中国艺术研究院
发放的。表中登记了他的个人信息、
履历及发表出版作品情况，字迹清
晰端正，难得一见。

天一阁博物院院长庄立臻接受
了捐赠，并向中铁隆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代表颁发了收藏证书。

天一阁获捐一批宁波名人
信札手稿等珍贵资料

地质学家翁文灏的手书信件。 王鲁彦写给靳以的一封信。
（陈青 王伊婧 摄）

昨天，在公交821路陆嘉家园现场站的党史学习教育巡展车内，党的
十九大代表、公交司机陈霞娜正在向地铁司机介绍党史学习心得和“五
心”服务法。当天，我市公交地铁联合开展以“学党史 优服务”为主题
的职业体验系列活动，双方司机各自体验对方的出行服务窗口，互学互
帮，通过党史学习教育，立足本职岗位，进一步提升甬城公共交通的服务
水平。 （陈结生 钱玉波 摄）

交通人换位 服务经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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