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
阅纸质报告书方式和途径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电子版详见 http:
//nbbl.zjzwfw.gov.cn/col/col1460357/index.html；查 阅
纸质报告书请以电话或邮件方式联系建设单位或报告
编制单位，同时企业（北仑区台塑工业园区内）安环部
现场放置纸质报告书，以便公众查阅。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评价范围内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详见 http://nbbl.zjzwfw.gov.cn/col/col1460357/index.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欢迎任何单位或个人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

评价相关的意见和建议，并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通过
信函、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向建设单位反馈。

建设单位：台塑工业（宁波）有限公司
联系人：甘工 联系电话：0574-86027208
电子邮箱：issoo@fpg.com.cn
环评单位：浙江仁欣环科院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欧工 联系电话：0574-55717050
电子邮箱：oubo@rxhky.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可在本项目公示期间（2021 年 7 月 5 日至 7 月

16 日）向建设单位提出宝贵意见。
台塑工业（宁波）有限公司

2021年7月7日

台塑工业（宁波）有限公司新建60万吨/年
VCM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宁波市江北区 JB04-02-16a，JB04-02-17 地块

拟通过挂牌方式进行公开出让，该地块位于江北区

文创港核心区，东至规划绿地、南至下白沙路、西

至 徐 戎 隧 道 、 北 至 大 庆 北 路 ， 地 块 用 地 面 积 约

10.64 公顷。该地块内有城镇村道路用地，权源不

明。对该土地权源有利害关系的可向我单位申请异

议，公示时间为七天。

联系地址：宁波市江北区大庆北路 545 号

联系电话：0574-87658325 （陈老师）

宁波文创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7月7日

公 告

经宁波银保监局审核通过，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海支行营业场所变更为：宁波市宁
海县桃源街道气象北路 676 号。

机构名称：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宁海支行

机构编码：B0012S233020014

许可证流水号：01040002

批准成立日期：2011年9月22日

营业地址：宁波市宁海县桃源街道

气象北路676号

电话：0574-82532880

业务范围：人民币存款、贷款、结算业务；票
据贴现；代理发行、兑付、销售政
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
险业务；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
汇汇款；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宁波监管局

发证日期：2021年7月2日

关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宁海支行变更营业场所的公告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攻坚行动专项协调

小组办公室关于九龙大道高速公路劝返称台移位的

函的要求，须将现状九龙大道连接式称台移位至九

龙湖收费站进口改为车道式劝返称台。另由于九龙

湖收费站进口车道混凝土板块由于不均匀沉降导致

砼路面出现破板、翘边、裂缝、缺角等病害，为保

障行车安全消除隐患，须同步对破损板块进行修

复。根据以上决定通告以下施工告示：

2021 年 7 月 7 日 09:00-8 月 20 日 00:00，九龙湖收

费站：入口超宽车道关闭，禁止超宽车辆通行。

受限车辆可选其它高速公路进入或从地面道路

绕行。遇天气等特殊原因难以施工的，施工和管制

日期顺延，管制时间不变。

受限车辆或单位和市民请提前安排好工作和生

活，选择好出行线路，配合现场交通管理人员指

挥，遵照现场交通标识指示通行。请社会各界和广

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

特此告示。

宁波交投公路营运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7月7日

关于G1504宁波绕城高速公路
九龙湖收费站施工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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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记者
张千千 刘慧）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6 日公开发布了 《关
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
见》，对建立健全资本市场执法司
法体制机制、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
法活动、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作出重要部署。

这次打击证券违法活动高规格
文件的出台，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
务院对打击证券违法活动、保护投
资者合法权益、维护资本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

意见着力打造“升级版”的有中
国特色的证券执法司法体系，明确
提出了两个时间点的主要目标。到
2022 年的目标包括“依法从严打击
证券违法活动的执法司法体制和协
调配合机制初步建立”“重大违法犯
罪案件多发频发态势得到有效遏
制”“资本市场秩序明显改善”等。到
2025 年的目标包括“证券执法司法
透明度、规范性和公信力显著提升”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高效顺
畅”“崇法守信、规范透明、开放包容
的良好资本市场生态全面形成”等。

意见提出，在完善资本市场违

法犯罪法律责任制度体系方面，完
善证券立法机制，加大刑事惩戒力
度，完善行政法律制度，健全民事
赔偿制度，强化市场约束机制。

在建立健全依法从严打击证券
违法活动的执法司法体制机制方
面，意见提出成立打击资本市场违
法活动协调工作小组，完善证券案
件侦查体制机制、检察体制机制、
审判体制机制，加强办案、审判基
地建设，强化地方属地责任。

意见明确，在强化重大证券违
法犯罪案件惩治和重点领域执法方
面，要依法严厉查处大案要案，依
法严厉打击非法证券活动，加强债
券市场统一执法，强化私募违法行
为的法律责任。

此外，意见还提出，要进一步
加强跨境监管执法司法协作，着力
提升证券执法
司法能力和专
业化水平，加
强资本市场信
用体系建设，
加强组织保障
和 监 督 问 责
等。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

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

扫码看《意见》全文

据新华社北京 7月 6日电（记
者任沁沁）据 公 安 部 统 计 ，截 至
2021 年 6 月，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3.84 亿辆，其中汽车 2.92 亿辆；机动

车驾驶人 4.69 亿人，其中汽车驾驶
人 4.31 亿人。2021 年上半年全国新
注册登记机动车 1871 万辆，新领证
驾驶人 1390 万人。

3.84亿辆、4.69亿人
公安部发布2021年上半年全国机动车和驾驶人数据

7 月 6 日，杭州市临安区湍口
镇迎丰村的“河小二”党员志愿者
对塘溪进行日常河道保洁及巡查

（无人机照片）。
近年来，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

积极推进“五水共治”，定期开展
护水宣传、河道保洁、水质监测等
护河巡河相关活动，发挥党员带头
作用，带领群众一起参与建设“幸
福河湖”，共同守护水美家园。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杭州杭州：：
建设建设““幸福河湖幸福河湖””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国台
办发言人朱凤莲 6 日应询表示，我
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立即纠
正错误，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
原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在
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停止一切涉
台错误言行。民进党当局妄想勾连
日本和其他一些外来势力进行谋

“独”挑衅，是误判形势、打错算
盘。

有记者问，近日日本副首相兼
财务大臣麻生太郎扬言“美日要一

同防卫台湾”，这与近期日本多位
政府官员涉台错误言行如出一辙。
对此有何评论？朱凤莲在答问时作
上述表示。

她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
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一
些政客接连在涉台问题上发表错误
言论，公然违背日方在台湾问题上
对中方作出的政治承诺，违反中日
四个政治文件精神，违反国际法和
国际关系准则。我们对此坚决反
对。

国台办：

敦促日方停止一切涉台错误言行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新华社记者

7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
发表重要讲话，向世界宣示了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决
心。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
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中管高校
等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
记使命，立足本职，攻坚克难，锐
意进取，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
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
自己手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作出新贡献。

书写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
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
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深刻阐明了我们党百年来始终勇立
时代潮头、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
经验和执政兴国必须长期坚持的根
本方略，是指引我们党奋力推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纲领性
文献。”中国融通集团党组成员、
副总经理李世宏说。

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
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我们
必须不断推进的伟大事业，又是我
们开创未来的根本保证。

1 日上午 8 时，北京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党委组织师生在学术报
告厅集中收看庆祝大会直播。北京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少军
说：“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真正发

挥作用，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一定
要在指导思想上与时俱进，用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来武装全党，指导
我们的实践。”

“我们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把竞争和发展的主动
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国通
用技术集团总经理、党组副书记陆
益民说，“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
坚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在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上
发挥带动作用。”

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表示：
“我们要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创新践行有
温度的金融服务，始终不渝履行企
业社会责任，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贡献力量。”

向着高质量发展交出
新答卷

新时代新征程，不断推动经济
迈向高质量发展。

“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科技
自立自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让身在庆祝大会现场的

“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
者、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技术顾
问叶培建院士深有感触，“面对复
杂的国际形势和环境，航天科技的
自立自强，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的
手里，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新征程中展现担当作为。”

创新决胜未来，抓住创新这个
源头，奏响科技自立自强的最强音。

日前，由中国铁建铁四院承担
改造的嘉兴火车站项目正式投用，
百年老站焕然一新，新站房采用大

量新技术工艺，成为火车站设计的
新标杆。

“总书记的讲话是进一步推动
科技创新、科技强企的根本遵循和
行动指南。今后我们要继续围绕交
通强国建设，在重点创新领域久久
为功，为构建更加便捷高效的现代
化 综 合 交 通 运 输 体 系 作 出 新 突
破。”中国铁建铁四院党委书记凌
汉东说。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讲 话 中 强
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
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
遇。”中非发展基金党委书记、董
事长宋磊说，“我们将持续推动中
非共建‘一带一路’，实现互利共
赢和共同发展，助力构建中非命运
共同体，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
务实高效的举措，向党和人民交上
一份满意答卷。”

攻坚克难不懈奋斗铸
就新辉煌

实干成就梦想，奋斗铸就伟业。
参加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 大 会 ， 全 国 优 秀 共 产 党
员、中国农业银行山东聊城茌平支
行高级副经理步同良抓紧返回工作
岗位，马上投入到惠农贷款发放的
工作中。

“心潮澎湃，干劲满满！”步同
良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在
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名
金融工作者，要立足本职，担当实
干，积极做好“三农”金融服务，
及时把惠农贷款发放到农民手上，
切实畅通民生建设通道，打通利民
惠农工程“最后一公里”。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在自

己选择的道路上昂首阔步走下去，
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
自己手中！

“作为党领导下的国有企业，
走好新的赶考路，必须坚持把创新
作为第一动力。”中国中信集团有
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徐佐表
示，要把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作为职责和使命，发挥金融和实
业并举的综合优势，大力推动先进
智造、先进材料等领域创新发展，
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中华民族前进的道路从来不是
一片坦途。应对前进道路上的艰难
险阻，唯有坚定信心、勇往直前。

“过去一年多来，中国人民亲
历并见证了在党的领导下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的伟大实践。面对新发展
阶段带来的新机遇、新情况、新问
题，我们有信心战胜一切风险挑
战。”厦门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工
第二党支部书记张军教授说。

“展望未来，我们坚决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引，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聚焦‘卡脖
子’关键领域，突破技术封锁。”中国
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靳宏荣说，“加快集成电路设计工
具和先进制程产线建设，勇担产业
链‘链长’使命，为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贡献力量。”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
和人民的期望！

“作为一线金融工作者，我要
把初心和使命变成开拓创新、埋头
苦干的实际行动。”中国进出口银
行国际部总经理杨莉莉表示，站在
新征程的起点，要发挥政策性金融
作用，以高水平金融合作助推高水
平对外开放，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作出新贡献。

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
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提振精神、鼓舞人心

新华社莫斯科7月6日电 据
俄罗斯媒体 6 日报道，堪察加航空
公司当天失联的客机已在俄东部堪
察加边疆区坠毁。初步信息显示，
机上 28 人全部遇难。

国际文传电讯社援引堪察加边
疆区紧急情况部门和医疗部门的消
息报道说，失事的这架安-26 型客
机载有 6 名机组成员和 22 名乘客，
在从堪察加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飞

往帕拉纳镇时，由于天气恶劣能见
度低，飞机在降落过程中与山体发
生碰撞导致解体并坠毁。

据报道，搜救人员在帕拉纳镇
附近山地及鄂霍次克海海域发现了
失事客机的部分残骸。由于失事现
场地貌环境复杂，搜救工作目前进
展缓慢。俄总理米舒斯京已下令成
立调查委员会，就客机失事原因展
开调查。

俄罗斯失联客机坠毁
初步信息显示，机上28人全部遇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