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址：宁波江北区三官堂宁镇公路490号（三官堂）
电话：87666188 87612688 日期：2021年11月4日

产品名称

18 优等非标中纤板

18 优等超平全桉多层板

9 优等抗倍特二代防潮板

9 优等阻燃中纤板

9 优等国产奥松板

9 优等进口奥松板

9 进口 OSB

美国红橡

美国红橡

美国红橡美化

榆木

欧枫格丽斯

型号

1220*3660*18mm

1220*2440*18mm

1220*2440*9mm

1220*2440*9mm

1220*2440*9mm

1220*2440*9mm

1220*2440*9mm

910*158*18

1210*158*18

910*158*18

910*155*18

910*155*18

产地

福建

山东

广西

广西

江西

新西兰

德国

价格

190 元

160 元

100 元

110 元

88 元

95 元

96.5 元

315 元/m2

320 元/m2

350 元/m2

245 元/m2

270 元/m2

联系电话

15588667211

15588667211

15588667211

15588667211

15588667211

15588667211

15588667211

13819212227

13819212227

13819212227

13819212227

13819212227

华东物资城浙甬市场建材价格行情

为保证 2021年 S311象西线宁海段（K33+330-K45+
431）路面提升工程的顺利实施，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
安全通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
十九条之规定，决定对 S311 象西线宁海段（K33+330-
K45+431）进行交通管制。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管制路段：象西线（K33+330-K45+431）（宁海象
山交界—桥头胡街道西吕村）。

二、管制时间：2021年11月10日—2022年12月31日。
三、管制措施：对左（右）幅道路进行封闭半幅道路施

工，实行边通车边施工的交通管制。
管制期间过往车辆、人员缓慢通行或绕道出行，并根

据交通标志标线指示和现场人员指挥安全、有序通行。敬
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

特此公告。
宁海县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
宁海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关于象西线宁海段（K33+330-K45+431）
路面提升工程实行道路交通管制的公告

关于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鄞州支公司变更营业场所的公告

经宁波银保监局审核通过，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鄞州支公司营业场所变更为：宁
波市鄞州区宁穿路1679号8-1，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鄞州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024330212
许可证流水号：00104132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11月30日
营业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宁穿路1679号8-1
邮政编码：315040
电 话：0574-87258556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宁波银保监局

发证日期：2021年9月24日
业务范围：各类财产保险、机动车辆保险、飞

机保险、船舶保险、货物运输保险、
责任保险、信用保险、保证保险、
农业保险、财务损失保险、短期健
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其他损失
保险等；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开办法
定保险；总公司等上级机构在保险
监管机构批准的业务范围内授权开
展的其他业务。

NINGBO DAILY10 国内/广告
2021年11月5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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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
记者 于文静 胡璐

近一段时间以来，粮食、蔬菜和畜产品
的供给和价格变化广受关注。今冬明春“米
袋子”“菜篮子”产品供给是否有保障？价格
能否稳得住？在农业农村部 4 日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有关司局负责人回应了百姓
关注的热点话题。

蔬菜供应总量充足
最近，不少地方蔬菜价格上涨，尤其是

菠菜、生菜等叶类菜上涨明显。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唐珂

说，这主要是由于灾害性天气导致上市量
有所减少，农资价格上涨，运输流通成本增
加，一些北方设施蔬菜主产省电力供应不
足、影响了集约化育苗和工厂化生产。个别
地区疫情点状散发，也增加了产销衔接难
度。

据介绍，经过综合研判，当前及“两节”
期间，全国蔬菜生产总体正常，灾害影响是
局部的、阶段性的，影响的是部分品种，除
叶类菜因灾略有减产外，其他主要品种面
积和产量都略有增加，供应总量充足。

唐珂表示，当前在田蔬菜面积为 1.03
亿亩，同比增加了 400 万亩，预计未来三个
月后，蔬菜供应量能够达到 2 亿吨、同比增
加 700 万吨。

“从品种看，茄果类蔬菜和根茎类蔬菜
面积目前是增加的，10 月份速生叶菜扩种
了 300 多万亩，后期上市量将有所增加。”
他说，10 月中下旬以来北方多晴好天气，
蔬菜生产已基本恢复正常。近日全国总体
菜价涨幅已经收窄，不少地区菠菜、生菜等
叶类菜价格开始明显回落。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抓好“南菜北
运”基地和北方设施蔬菜生产，扩大市场供
应量，指导各地合理安排品种结构和种植
规模，因地制宜发展速生叶菜、芽苗菜。同
时，抓好指导服务和产销衔接，严格落实

“菜篮子”市长负责制。

粮食保供稳价基础牢固
近日，一些地区出现抢购米面的情况。

当前我国粮食生产和库存情况如何？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刘莉

华表示，我国粮食分为夏粮、早稻、秋粮。据
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夏粮增产 59.3 亿斤，
早稻增产 14.46 亿斤。目前，全国秋粮收获

已过九成，虽然河南、山西、陕西因严重洪
涝和干旱，秋粮减产，但其他主产区多数是
增产的，尤其东北地区增产比较多。

“全国有增有减，增的比减的多，算总
账的话，全国秋粮增产已成定局。今年的粮
食产量将创历史新高，连续 7 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刘莉华表示，我国粮食连年
丰收，库存充裕，保供稳价的基础牢固。

据了解，当前我国粮食库存处于历史
高位，特别是小麦和稻谷两大口粮品种占
总库存比例超过 70%。以小麦为例，在连年
丰收形势下，库存持续增加，目前可满足 1
年半消费需求。

对于前期连续阴雨对秋冬种的影响，
刘莉华说，截至 3 日，全国小麦已经播了
83%，进度比常年略慢 3.4 个百分点，但偏
慢幅度比前期最慢时收窄了 25 个百分点。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环环紧扣，精准指
导，毫不放松抓好当前小麦生产，夯实明年
夏粮丰收的基础。

畜产品供应比较充裕
四季度进入消费旺季，猪肉市场价格

有所回升，引起公众关注。
“近期猪肉价格回升的主要原因是消

费拉动，市场供应相对宽松这个基本面并没
有改变。”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副局长陈光
华说。

他表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生猪生产到
今年二季度已经完全恢复。3 月份以来，全国
规模猪场每月新生仔猪数量都在 3000 万头
以上，并持续增长。仔猪育肥 6 个月后可以出
栏上市，预计今年四季度到明年一季度，上市
的肥猪数量同比还会明显增长，生猪供应相
对过剩局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据了解，农业农村部将紧盯能繁母猪保
有量变化情况，及时发布预警，上下联动稳定
生猪生产。各地要保持用地、环保、贷款和保
险等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对经营出现严重困
难的养殖场户给予帮扶。

对于鸡蛋等其他畜禽产品供应情况，陈
光华表示，国庆节后，受消费需求增长、养殖
成本上升等因素推动，鸡蛋价格出现上涨。随
着近期新增蛋鸡开产，减少淘汰蛋鸡，鸡蛋产
量将同步增加，后续市场供应有保障。

“今年以来，全国畜牧业生产稳定发展，
主要畜产品市场供应是比较充裕的。预计今
年肉类和奶类产量有可能创历史新高，禽蛋
产量保持稳定，保障元旦、春节期间市场供应
有良好的生产基础。”陈光华说。

“米袋子”“菜篮子”产品能否量足价稳？
——农业农村部有关司局负责人回应百姓关注热点话题

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
记者 张瑞杰 郭明芝

近日，美海军第七舰队发言人称，“康
涅狄格”号核潜艇撞击事件的调查已经结
束，调查的结果是核潜艇撞上了“一座未知
的海底山脉”。此前，美媒还披露了“康涅狄
格”号核潜艇在撞击事故之后靠泊关岛基
地的卫星照片，照片仅显示了“康涅狄格”
号核潜艇水线以上部分。而对于国际社会
最关注的重要问题，美始终没有给出详细
说明。为何美对此次核潜艇碰撞事故遮遮
掩掩、语焉不详？扑朔迷离的“碰撞”背后到
底隐藏和暴露了什么？近日，新华社记者专
访了军事专家周伟政、罗曦，并就相关问题
加以解析。

记者：为何说美方的事故调查缺乏诚
意、令人失望？

周伟政：美方对于核潜艇撞击事故的

调查结果不专业、不透明，没有回应国际社
会的关切和疑虑。核潜艇与海山相撞，某种
程度上会比与其他船艇相撞更加危险。海
山质量、体积更大，撞击强度相应也会更
大，核潜艇艇体可能发生严重变形甚至断
裂，或者核潜艇上携带的导弹或鱼雷等武
器发生殉爆。最严重的后果就是正在工作
的核反应堆来不及关闭，有可能因为无法
冷却或者控制系统损坏，最终导致核爆炸。
即使没有引发核爆炸，核燃料或核废水也
可能因艇体破损发生泄漏，这将对整个南
海的生态带来毁灭性破坏。

记者：为何说美军此番操作一反常态？
罗曦：截至目前，对于“康涅狄格”号在

南海海域发生的撞击事故，美军一直在故
意拖延和隐瞒事故详情。这种遮遮掩掩的
态度，已经引发国际社会的更多疑问。目前
曝光的卫星图片仅展示“康涅狄格”号水线
以上的部分，对于水线以下尤其是核反应

堆的位置是否有破损，至今没有公布，不能
排除有核泄漏的风险。

周伟政：美国军方一方面口口声声说
没有发生核泄漏，一方面又在核潜艇碰撞
事故发生后，派出 WC-135 核物质侦察机
到南海开展飞行活动。这种侦察机的用途
就是采集大气样本、检测有没有放射性物
质。它的出现，说明美国自己都很心虚，这
起事故已经严重到令其担忧的程度。

记者：美在南海长期保持高密度军事
存在，频繁制造事端，意欲何为？会给地区
安全局势带来哪些影响和危害？

周伟政：南海本来风平浪静，区域内国
家的合作交流机制运行良好，美国派遣舰
艇频繁在南海制造事端，就是为了刻意挑
起问题矛盾、人为制造局势紧张、破坏地区
向上向好的发展局面，达到遏制别国发展、
维护霸权地位的目的。

美在南海保持高密度军事存在，已成
为海上交通安全
的风险来源，严
重威胁南海地区
和平稳定及国际
航路安全。只要
美国坚持搞所谓
的零和博弈，坚
持遏制威慑的冷
战思维，其在南
海的军事行动就
不会收敛，地区
局 势 就 很 难 平
静，类似“康涅狄
格”号撞击事故
这 样 的 安 全 事
件，自然就还会
再发生。

记者：这次
核潜艇撞击事故
与近期美英支持

澳建造核潜艇等，反映出美国在“核政策”方
面的哪些变化？

罗曦：从最近的一系列事件可以看到，涉
核武器系统在美军整个战略部署中的地位日
益提升。这将导致核武器使用门槛被降低，核
武器成为“可用、能用、好用”的武器，核扩散
风险加剧、核冲突危险加大，国家之间由冲突
升级为核冲突的可能性进一步提升。

美国一直自诩为当前国际核安全秩序的
奠基者和捍卫者，但在大国竞争的驱动下，

“绝对优先”与“实力至上”原则重新成为美国
核武库建设与核军控外交的主导思路，导致
本应彰显安全、公平和道义原则的国际核安
全秩序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正逐步显现出碎
片化、工具化、策略化的弊端。

记者：如何理解美国的核不扩散政策的
本质是“选择性核扩散”？这将对国际核安全
秩序产生哪些影响？

罗曦：近年来，美国对外战略重心由大国
合作迈向大国竞争，其核政策议题重心由核
安全向核武现代化转移，核军控外交更多呈
现“工具主义”“实用主义”倾向。一方面，任性
退出诸如《中导条约》《开放天空条约》《武器
贸易条约》、伊核协议等国际多边军控条约；
另一方面，出于确保盟友安全、制衡地区对手
的目的，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推行以“选择性”
支持和“歧视性”打压为内容的“两面性”政
策。针对对手或者“不友好”国家，美国惯常使
用政治孤立、经济制裁、军事打压等强力手段
进行“极限施压”。而对于盟友或者伙伴国家，
美国往往采取“选择性”支持政策，以政治承
诺、前沿部署、核材料与核技术分享、核磋商
等手段，向盟友或伙伴国家提供延伸威慑保
护。多年来，美英澳以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领
导者和维护者自居，但此次三国之间的核潜
艇合作，却充分暴露了这三个国家在核不扩
散问题上的虚伪和“双重标准”。

美国并未承担起推动世界核裁军与核不
扩散进程的应尽之责，反而进行有选择核扩
散、有计划核研发、有预谋核部署，一方面导
致国际核不扩散机制面临崩塌的危险，另一
方面导致地区核军备竞赛与核危机升级的风
险急剧提升。美国追求实战的核理念、充满冷
战思维的核政策以及漏洞百出的核管理，已
让其成为国际核安全秩序最大的危险源。

扑朔迷离的“碰撞”背后到底是什么
——军事专家解读美“康涅狄格”号核潜艇撞击事故

【紧接第1版①】 激活了中国发展的澎湃春
潮，也激活了世界经济的一池春水。这 20
年，是中国深化改革、全面开放的 20 年，
是中国把握机遇、迎接挑战的 20 年，是中
国主动担责、造福世界的 20 年。这 20 年来
中国的发展进步，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
坚强领导下埋头苦干、顽强奋斗取得的，也
是中国主动加强国际合作、践行互利共赢的
结果。我愿对所有参与和见证这一历史进
程、支持中国开放发展的海内外各界人士表
示衷心的感谢！

习近平强调，“见出以知入，观往以知
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
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
流中发展。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会
变，同世界分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不会变，推
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
平衡、共赢方向发展的决心不会变。

第一，中国将坚定不移维护真正的多边
主义。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
制，是国际贸易的基石。中国支持世界贸易
组织改革朝着正确方向发展，支持多边贸易
体制包容性发展，支持发展中成员合法权
益。中国将以积极开放态度参与数字经济、
贸易和环境、产业补贴、国有企业等议题谈
判，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国际规则制定的主渠
道地位，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第二，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
机遇。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
平衡发展，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
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
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
家进口。中国将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加快建
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丝路电商”，
构建现代物流体系，提升跨境物流能力。

第三，中国将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开
放。中国将进一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有序扩大电信、医疗等服务业领域开放，修
订扩大 《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出台自
由贸易试验区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中国
将深度参与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国际合
作，积极推进加入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第四，中国将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共同利
益。中国将积极参与联合国、世界贸易组
织、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
组织等机制合作，推动加强贸易和投资、数
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领域议题探讨，支持疫
苗等关键医疗物资在全球范围内公平分配和
贸易畅通，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中国将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维护全球粮
食安全和能源安全，在南南合作框架内继续
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援助。

习近平最后强调，“孤举者难起，众行
者易趋。”新冠肺炎疫情阴霾未散，世界经
济复苏前路坎坷，各国人民更需要同舟共
济、共克时艰。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共建开
放型世界经济，让开放的春风温暖世界！

【上接第1版②】 三年来，宁波融入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高端资源要素更加集聚。
甬江科创大走廊成为省三大科创大走廊之
一，甬江实验室 （新材料浙江省实验室） 揭
牌成立，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宁波园
区等一批创新平台相继开工或揭牌，浙江创
新中心一期投用、二期加快推进。截至目
前，全市跨区共建科研院所 18 家，在沪设
立科技飞地 5 家。高端公共服务资源实现共
建共享，浙大宁波“五位一体”项目加快建
设，实现重大传染病区域联防联控信息互
通，上海仁济医院托管杭州湾医院，150 余
位上海优质专家开设特需、专家门诊。

在国家战略的指引下，宁波正以一体化
创 新 突 破 ， 加 速 落 子 布 局 长 三 角 “ 大 棋
局”，努力打造长三角一体化的“金南翼”，
全力服务全国发展大局。

站在新的时间节点上，高质量推进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宁波乘风破浪向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