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望童北路（海曙外国语学校北侧路-姚江西

路）道路工程已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
【2020】234 号文件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宁波市海曙区市政投
资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招标人为宁波市海曙区市政投资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招标代理人为中冠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建设资金由市城建资金统筹安排，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项
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全过程工程咨询进行公开
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建设地点：南起海曙外国语学校北侧路，北至规划姚江

西路。
2.2 建设规模：道路长约 400 米，标准横断面宽 36 米。本工

程建设标准为城市次干路标准建设，设计车速 40 公里/小时。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桥梁工程、管线工程和沿线绿
化、照明、环卫等附属工程。

2.3 项目总投资：约 7700 万元。
2.4 全过程工程咨询招标控制价：1139460 元。
2.5 招标范围：负责实施本项目建设全过程的工程咨询。服

务范围包括招标人要求的项目管理、工程监理及项目实施过
程中的造价咨询。具体内容如下：（1）项目管理服务范围包括
协助招标人办理未完成的建设手续及其他相关工作、综合协
调管理、设计管理服务、合同及台账管理、现场质量、进度、投
资控制管理服务、竣工验收、质量缺陷责任期阶段相关服务工
作等；（2）工程监理服务范围为本项目的施工全过程监理及质
量缺陷责任期阶段的工程保修监理（不含招标人另行委托的
通信、电力等其他专业工程监理）。监理工作内容包括施工阶
段工程质量、进度、投资控制、合同管理、信息管理、组织协调，
安全、文明施工监理、环境保护监理等；（3）造价咨询服务范围
包括施工阶段全过程工程造价控制（不含工程量清单及招标
控制价编制）、结算审核等。

2.6 标段划分：1 个。
2.7 质量控制目标：达到施工合同规定的质量要求。

2.8 安全控制目标：达到施工合同规定的安全要求。
2.9 进度控制目标：

（1）监理工期要求：同项目施工工期。
（2）结算审核期要求：从接到竣工结算报告和完整的竣工

结算资料之日起 60 天。
2.10 投资控制目标：工程决算中工程费用投资控制在批准

的初步设计概算工程费用投资内。
2.11 服务期限：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期限自签订合同之日

起，至工程竣工验收通过、缺陷责任期满，且全部资料归档，财
务决算审计完成。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1 投标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
3.1.2 同时具备下述①②资质条件或由①②资质单位组成

的联合体【联合体投标的，本招标文件中所涉及的投标人<除
特别说明外>，均指联合体各方】。①工程造价咨询乙级及以上资质；②市政公用工程监理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工程监理综合
资质）。

3.2 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总监理工程师资格要求。
3.2.1 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资格要求：具备工程建设类

注册执业资格（包括注册城市规划师、一级建筑师、勘察设计
注册工程师、一级建造师、注册监理工程师、一级注册造价工
程师等）和工程类或工程经济类高级及以上职称；

3.2.2 拟派总监理工程师资格要求：具备国家注册监理工
程师资格，注册专业市政公用工程；

3.2.3 拟派总监理工程师无在建项目，具体按照甬建发
〔2016〕200 号文件执行。拟派总监理工程师在宁波市建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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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在资格审查申请文件中提供经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相关机构确认的项目竣工证明材料。

3.2.4 拟派项目负责人和总监理工程师允许相互兼任。
3.3 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

要求：联合体成员（含联合体牵头人）个数不得超过 2 个；联合
体牵头人应具备市政公用工程监理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工程
监理综合资质）并承担招标人要求的项目管理工作；项目负责
人由联合体牵头人派遣。

3.4 其他：（1）企业注册地在浙江省行政区域以外的投标人
（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各方）须通过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的登记。

（2）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仅指承担监理任务的单位）和
拟派总监理工程师须按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要
求完成录入。

（3）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各方）及其法定代表
人、拟派项目负责人、拟派总监理工程师不得具有被相关行政
主管部门处罚且限制在宁波行政区域内投标的违法行为记
录，并在处罚有效期内的情形。

（4）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各方）及其法定代表
人、拟派项目负责人、拟派总监理工程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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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派项目负责人、拟派总
监理工程师失信信息进行查询（具体以开标之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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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规定的招标文件下载时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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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由联合体牵头单位购买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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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须自行下载相关文件，如有遗漏，责任
自负。

4.5 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招标文件，有意参加投标的交
易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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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与招标代理机构联系。
4.8 未在网上购买招标文件的单位，其投标文件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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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

见时间安排表。
5.2 本项目电子投标文件由宁波网络（不见面）投标工具

V7.6.1 版本生成。
5.3 本项目为远程不见面开标，所有投标文件均采用电子

格式，由投标人在投标截止时间（详见时间安排表）前上传至
宁 波 市 公 共 资 源 网 上 交 易 系 统 (http://ggzy.bidding.gov.cn:
60822/t9/login.jsp)。

5.4 逾期上传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6.招标公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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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海曙区市政投资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海曙区布政巷 16 号科创大厦 18 楼
联系人：高艳园、丁静
电话：0574-87117806、0574-87450825
招标代理机构：中冠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高新区新晖路 155 号东城国贸大厦 18 楼
联系人：范琦、范少亮
电话：0574-89086898

望童北路（海曙外国语学校北侧路-姚江西路）道路工程（全过程工程咨询）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 2021 年 G527 象义线象山段(K3+500～K6+

700)路面提升工程已由象山县发展和改革局以象发改审批
[2021]48 号文件批准建设，建设资金上级补助解决，招标人为
象山县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
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本项目实行资格后审。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建设地点：象义线象山段(K3+500～K6+700)。
2.2 建设规模：本次路面提升工程为 2021 年 G527 象义线象

山段(K3+500～K6+700)路面提升工程，共计 3.2 公里。
2.3 招标控制价：652.1302 万元。
2.4 计划工期：90 日历天。
2.5 招标范围：施工图纸范围内的路面病害处理、加铺沥青路

面、安全设施及其他附属等工程。详见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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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省级及以上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颁发的公路养护工程二类甲级从业资质，并在人员、设备、
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养护施工能力。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 各投标人均可就上述标段中的 1 个标段投标。
3.4 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单位，

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
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的投标，否则，相关投标均无
效。

3.5 投标人不得有被相关行政主管部门限制在宁波行政区
域内投标的违法行为记录，且在处罚有效期内。

3.6 投标人须按宁波市交通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要
求完成录入和公示。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1 年 5 月 14 日至 2021 年 6
月 4 日 16 时（北京时间，下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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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不退。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1 年 6 月 8 日 9 时 30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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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受理场所安排
详见电子指示屏幕）。

5.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
不予受理。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和宁

波日报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象山县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
地址：象山县丹东街道丹河东路 879 号
邮编：315700
电话：0574-59129323
传真：0574-59129323
电子邮箱：/
联系人：钱工
代理机构：浙江甬信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象山县丹河东路 775 号
邮编：315700
电话：0574-89502961
传真：0574-89502961
电子邮箱：827086399@qq.com
联系人：张黛娜

2021年G527象义线象山段(K3+500～K6+700)路面提升工程招标公告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余姚中心支公司第二营销服务部迁址公告
经宁波银保监局备案通过，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余姚中心支公司第二营销服务部变更营业场所，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余姚中心支公司第二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02330281018
机构住所：宁波市余姚市城区四明西路478-7、478-8号二层
经营区域：宁波市
成立日期：2002年10月30日
颁发许可证日期：2021年5月8日
许可证流水号：0252329
负责人：汪炜

联系电话：0574-62665810
客户服务电话：95518
邮政编码：315400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业务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

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
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经公司核
保，营销服务部可以打印保单；经公司授权，营销服务部
从事家财险、雇主责任险险种的查勘理赔。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余姚中心支公司丈亭镇营销服务部迁址公告
经宁波银保监局备案通过，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余姚中心支公司丈亭镇营销服务部变更营业场所，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余姚中心支公司丈亭镇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02330281004
机构住所：宁波市余姚市丈亭镇长乐路54号、56号、58号
经营区域：宁波市
成立日期：2002年10月30日
颁发许可证日期：2021年5月8日
许可证流水号：0252328
负责人：叶科峰

联系电话：0574-62990760
客户服务电话：95518
邮政编码：315400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业务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

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
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经公司核
保，营销服务部可以打印保单；经公司授权，营销服务部
从事家财险、雇主责任险险种的查勘理赔。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余姚中心支公司第六营销服务部迁址公告
经宁波银保监局备案通过，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余姚中心支公司第六营销服务部变更营业场所，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余姚中心支公司第六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02330281016
机构住所：宁波市余姚市城区四明西路478-7、478-8号一层
经营区域：宁波市
成立日期：2002年10月30日
颁发许可证日期：2021年5月8日
许可证流水号：0252332
负责人：陈红娣

联系电话：0574-62665430
客户服务电话：95518
邮政编码：315400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业务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

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
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经公司核
保，营销服务部可以打印保单；经公司授权，营销服务部
从事家财险、雇主责任险险种的查勘理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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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开罗5月18日电
记者 王健 尚昊 熊思浩

连日来，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
间的流血冲突不断升级，造成包括
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大量人员伤亡，
引发国际社会严重关切。巴以“火
药桶”的引爆也牵动中东各国敏感
神经，本轮冲突会否诱发新的地区
战争成为舆论关注焦点。

分析人士认为，本轮冲突为近
年来以色列与加沙地带武装组织间
爆发的最大规模冲突，目前已出现
向邻国蔓延之势。不过由于冲突进
一步升级并不符合双方利益，因此
这种外溢效应有限，不大可能导致
地区大规模动荡，但可能对以色列
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造成影
响。

出现蔓延之势

巴以冲突的持续升级引发中东
各国民众强烈抗议，声援巴勒斯坦
的游行示威席卷多地。与以色列接
壤地区的部分抗议活动导致暴力事
件，巴以冲突出现向邻国蔓延的势
头。

据媒体报道，数百名约旦抗议
者近日试图冲击连接约旦和以色列

的艾伦比桥；一些黎巴嫩边境地区
的抗议者试图冲破黎以两国边界围
栏，其中一名黎巴嫩人遭以军枪击
身亡。以军则声称近日有人从黎巴
嫩和叙利亚境内向以色列发射火箭
弹。

除了民众抗议，沙特阿拉伯、
埃及、土耳其、伊朗等多个中东国
家的政府也纷纷发声谴责以色列。
伊朗总统鲁哈尼 16 日与土耳其总
统埃尔多安通电话时说，两国作为
地区重要国家应相互合作，以“对
抗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侵略和罪
行”。在伊斯兰合作组织 16 日召开
的紧急视频会议上，沙特谴责以色
列“公然侵犯”巴勒斯坦权利。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16 日
在安理会巴以冲突问题紧急公开会
上警告，这场冲突可能将巴以拖入
暴力的恶性循环，给双方人民和整
个地区带来灾难性后果。

外溢效应有限

尽管此轮冲突出现向外蔓延之
势，不过分析人士大多认为，这种
外溢效应有限，冲突不会上升为地
区战争，且有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停
火。

土耳其中东研究中心研究员奥

伊通·奥尔汉表示，这场冲突不会
演变成区域性危机。他说，巴勒斯
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 和以
色列之间可能很快就会休战，因为
双方都不可能通过军事手段获取更
大利益。“像以前一样，这将是一
场没有定论的战争，双方都有可能
宣布获胜。”

巴勒斯坦国立纳贾赫大学政治
学博士萨克尔·贾利勒认为，这次
冲突是“局部的、短期的”，虽然
黎巴嫩真主党和叙利亚境内的亲伊
朗民兵组织都声援哈马斯，但这不
太可能导致它们和以色列之间发生
大规模冲突。

浙江外国语学院国际问题专家
马晓霖说，此次冲突范围有限、局
势可控。哈马斯实力远逊于以色
列，难以与其进行持久的军事对
抗，近日已释放出停火信号。同
时，巴以双方在冲突中都有国内政
治考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
哈马斯都希望借此次冲突增加在面
对国内竞争对手时的政治筹码，因
此双方在实现了各自利益诉求之后
会“见好就收”。

影响以阿关系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此轮巴以

冲突难以撼动中东地区整体局势，
但或将对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关系
正常化造成一定影响。

巴以问题一直是以阿关系正常
化的主要障碍，但近年来，部分阿
拉伯国家因忌惮伊朗地区影响力的
加强，在美国推动下与以色列改善
关系甚至建交。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
授丁隆表示，此次巴以冲突表明，
巴以问题仍是影响中东安全稳定的
基础性、根源性问题，近年来巴勒
斯坦问题持续被边缘化的趋势有望
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

《以色列时报》 文章说，随着
巴 以 冲 突 的 加 剧 ， 阿 联 酋 、 巴
林、苏丹、摩洛哥等新近同以色
列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的国家陷
入尴尬境地，一些国家出现了民
间社会团体呼吁切断与以色列关
系的声音。文章认为，以色列与
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否会“倒
退”、这场冲突是否会阻碍以色列
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建交仍有待观
察。

以色列舆论认为，作为有“潜
在”可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的国家，此次沙特发表了对以色列
的强烈谴责，短期内两国关系的进
一步发展变得不现实。

巴以冲突升级对中东局势影响几何

新华社加沙 5月 18日电 （记
者熊思浩）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
部门官员 18 日证实，以色列战机
当天的轰炸行动造成加沙里玛勒区
一处新冠病毒检测实验室无法运
转。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高级官员尤
素福·阿布·里什说，轰炸造成实
验室部分设备受损。据悉，该实验
室是加沙城唯一从事新冠病毒检测
的实验室。

另据以色列媒体当天援引以国
防军发言人的话报道，以军战机当
天轰炸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 设在里玛勒区的政治和
军事“神经中枢”。

新华社华盛顿 5 月 17 日电
（记者刘品然） 美国媒体 17 日报道
说，拜登政府本月初通知国会将向
以色列出售精确制导武器，部分民
主党议员就该军售对目前巴以冲突
的影响表示担忧。

《华盛顿邮报》 援引消息人士
的话报道说，拜登政府本月 5 日正
式通知国会将向以色列出售价值
7.35 亿美元的精确制导武器，其中
包 括 “ 联 合 直 接 攻 击 弹 药 ” 和
GBU-39 小直径炸弹。

这篇报道引起部分民主党议员
的担忧。民主党众议员伊尔汗·奥
马尔当天发表声明说，在巴以冲突
升级情况下，拜登政府不附加任何
条件向以色列提供精确制导武器，
令人震惊。奥马尔说，这笔军售若
完成将被视作为巴以冲突持续升级

“开绿灯”，并破坏一切促成停火的
努力。

依据美国法律，国会在正式得
到该军售通知后有 15 天的窗口期
反对，而目前所剩的天数已不足以
完成相关程序。美媒表示，国会试
图阻止这笔军售的窗口期已几乎结

束。
拜登 17 日在与以色列总理内

塔尼亚胡通话时首次表态支持巴以
双方实现停火，并表示以色列应尽
一切努力保护无辜平民，但他同时
重申对以色列自卫权的坚定支持。

连日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武
装组织与以色列的严重冲突持续升
级。以色列国防军和加沙地带卫生
部门 17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0 日
以 来 双 方 冲 突 已 致 以 方 10 人 死
亡、百余人受伤，巴方至少 198 人
死亡，其中包括 58 名儿童和 35 名
妇女，另有 1300 人受伤。

以军轰炸殃及加沙唯一新冠病毒检测实验室
美国政府批准向以出售精确制导武器

新华社墨西哥城 5月 17日电
（记者吴昊） 墨西哥总统洛佩斯 17
日就 20 世纪墨革命时期背景下伤
害华人的事件致歉。

当天上午，洛佩斯及中国驻墨
西哥大使祝青桥等出席在墨北部科
阿韦拉州托雷翁市举行的致歉仪
式。洛佩斯在致辞中就“托雷翁事
件”等伤害华人事件向中国和墨西
哥华人社群致歉。他还对中国领导
人及中国人民在疫情艰难时刻为墨
方提供的支持表示感谢。

祝青桥在致辞中说，历史是最
好的教科书，要汲取历史教训，防
止悲剧重演，珍惜中墨友好，创造

更加美好的未来。面对新冠肺炎疫
情，中墨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
助，在两国关系史上留下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

据当地媒体报道，自 19 世纪
下半叶起，越来越多的华人来到墨
西哥，从事修铁路、挖矿、种植棉
花等工作。托雷翁是 20 世纪初墨
西哥革命期间，马德罗派夺取的最
后一座大城市，在攻占过程中发生
杀害平民事件。1911 年 5 月中旬，
托雷翁有 303 名华人遭到杀害，大
量华人居所、商铺、餐馆、银行被
洗劫，相关事件也被称为“托雷翁
事件”或“托雷翁惨案”。

就历史上伤害华人的“托雷翁事件”

墨西哥总统致歉

据新华社日内瓦 5月 17日电
（记者刘曲） 一个由瑞士苏黎世联
邦理工大学研究人员领导的国际团
队日前在美国 《科学》 杂志上发表
论文说，新冠病毒严重依赖一种名
为“移码”的特殊机制调节病毒蛋
白水平。他们成功揭示了新冠病毒
基因组和核糖体在“移码”过程中
的相互作用，并证明利用化合物抑
制“移码”可以大幅减少病毒复
制。

病毒需要利用被感染细胞内的
核糖体进行自我复制，然后感染更
多健康细胞并转移到其他个体。在
这个过程中，被感染细胞的核糖体
根据病毒基因组发出的指令生成新
的病毒蛋白。核糖体的功能是将核
糖核酸 （RNA） 携带的“遗传密
码”翻译成蛋白质。RNA是由大量
核糖核苷酸聚合而成的长链分子，
核糖体以严格步骤沿着 RNA 分子
链移动，每次读取 RNA 上的 3 个
相邻核苷酸，这 3 个核苷酸携带的
遗传信息定义了蛋白质中相应氨基
酸片段。

核糖体向前或向后滑动一两个
核苷酸的情况被称为“移码”，这种
机制几乎从不在健康细胞中发生，
因为这种对“遗传密码”的不正确
解读将导致细胞蛋白功能失调。但
诸如冠状病毒和艾滋病病毒等却依

赖“移码”调节病毒蛋白水平，新
冠病毒就严重依赖由病毒 RNA 中
一个复杂折叠引起的“移码”来合
成蛋白。

来自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伯
尔尼大学、洛桑大学、爱尔兰科克
大学的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报告
说，他们通过复杂的生化实验设法
在新冠病毒 RNA 基因组发生“移
码”部位捕获了正在读取遗传信息
的核糖体，并利用低温电子显微镜
进行了观察。

过往研究已表明，一些化合物
能够抑制冠状病毒的“移码”，这
项最新研究进一步揭示了相关化合
物对被感染细胞中新冠病毒水平的
影响。实验发现，有两种化合物能
将新冠病毒复制减少 3 到 4 个数量
级，并对细胞没有毒性。这两种化
合物中有一种是通过抑制“移码”
减少病毒复制，另一种可能通过不
同机制发挥作用。

研究人员表示，尽管目前这些
化合物的效力还不足以作为治疗药
物，但这项研究表明，抑制核糖体

“移码”对减少病毒复制有深远影
响，这为开发更好的抗病毒药物铺
平了道路。由于所有冠状病毒都依
赖“移码”机制，抑制这一机制的
化合物可用于治疗更多冠状病毒引
起的感染。

新研究揭示新冠病毒“致命弱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