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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镇拟对《慈溪周巷新城城市设计》中局部地
块的用地功能和经济技术指标进行调整，现将上述
调整进行公示，希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

公示时间：2018年10月12日起30个工作日内
公示地点：1.周巷镇人民政府网站（网址：http:

//zhouxiang.cixi.gov.cn/col/col43151/）；2. 调整地块现
场。

联系电话：63720215、63721218 （上午 8:00-
11:00，下午1:30-4:30，节假日除外）。

慈溪市周巷镇人民政府
二○一八年十月十一日

规划公示

兹定于 2018年 10月 12日开始十日内在建设现场、慈
溪规划网（网址：http://gh.cixi.gov.cn）公示如下项目相关
资料：

1.宁波中海海宸房地产有限公司拟申请办理明月湖F-
03B地块项目规划设计方案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变更，
建设地点：清水湾路以南，二灶江以西。

2.慈溪恒坤置业有限公司拟申请办理慈横河Ⅰ201701#
地块、慈横河Ⅰ201311#地块项目规划设计方案及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变更，建设地点：横彭公路南侧，翠屏路东侧。

市规划局联系电话：63961748、63961747。
慈溪市规划局

二○一八年十月十日

规划公示

宁波永敬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受国网浙江慈溪市供
电有限公司的委托，就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有限公司调度
自动化机房动力环境监控系统升级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一、项目概况
内容：调度自动化机房动力环境监控系统升级。项目

规模：估算价为15万元；工期：30日历天。
二、投标供应商资格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有关投标人资

质的规定。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招标文件的发售
3.1 报名时间：2018年 10月 12日至 2018年 10月 18日

（上午800-1100，下午130-430）。
3.2 报名方式（均可）：
（1）宁波永敬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慈溪市孙塘南

路4#2楼205）。
（2）报名资料发送到328812550@qq.com。
3.3 投标人凭单位介绍信（或授权委托书）、企业营业

执照复印件报名。
3.4 招标文件售价：200元人民币。
四、投标截止时间：2018年10月22日9时30分止。
五、投标地点：宁波永敬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开标

室。
六、开标时间：2018年10月22日9时30分。
七、开标地点：宁波永敬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开标

室。
八、投标保证金：2000元人民币，在开标时提交（自

行用信封封好），未提交投标保证金投标文件将被否决。
九、代理机构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工 0574-63899806

招标公告

主讲嘉宾：朱子彦（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讲座时间：2018年10月13日（星期六） 1400
讲座地点：慈溪市图书馆报告厅
主办单位：中共慈溪市委宣传部

慈溪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承办单位：慈溪市图书馆
嘉宾简介：朱子彦，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

师，兼任中国秦汉史学会理事、中国明史学会理事等职。
长期从事汉魏史、明清史及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出
版专著十一部，并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
哲》等权威及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专著及
论文多次获得国家与上海市的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或论
文奖。

欢迎参加公益讲座！

“三北讲坛”讲座预告

三国演义的文化魅力
与历史影响

关于慈溪民生村镇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保险兼业
代理资格批复的公告

慈溪民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因保险兼业代理资格
核准，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慈溪民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机构编码：91330200681092931N
机构住所：浙江省慈溪市周巷镇兴业北路618号
成立日期：2008年12月29日
许可证有效日期：2021年9月19日
许可证流水号：0494651
机构负责人：黄建锋
联系电话：63336016
邮政编码：315300
代理险种：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家庭财产

保险、责任保险、保证保险、意外伤害保险
慈溪民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十月九日

兹定于 2018年 10月 12日开始十日内在建设现

场、慈溪规划网（网址：http://gh.cixi.gov.cn）公示慈

溪市胜山城镇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拟申请办理胜

山镇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其他区域综合整治-
大湾村垃圾中转站及清洗场地建设工程（慈胜山Ⅲ
201802#）规划选址（用地）的方案，拟选址地点：

胜山镇大湾村。市规划局联系电话： 63961748、
63961746。

慈溪市规划局
二○一八年十月十二日

规划公示

城区范围2018年10月22日-10月28日
计划停电信息预告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

微信公众平台二维码

预计停电时间

10月22日9时00
分至18时00分

10月24日8时00
分至18时00分

10月25日8时00
分至18时30分

电力APP，您身边的用电顾问，下载电力APP，注册、登录、绑定户号，可交费充
值、业扩查询、网点查询、停电信息、服务资讯等，户号可以通过电费通知单或抄表人
员获取，若您尚未设置过密码或遗忘密码，请拨打95598热线或51107507咨询。

线路配变等名称

南山B219线：房屋开发、魅力金座专变、金山
新村 4号、8号、9号、20号、22号、33号公变
等

科技K101线、孙北K113线：允正电器、忠富机
械、太阳洲专变等

金环B215线、环南K861线：中石化、公路施工
队、福辉实业、天地宾馆、大通实业专变、东山
社区 1号、3号、8号、12号、13号、16号、20
号、21号、22号、25号公变等

停电区域

浒山街道金山新村（南二环北侧、金二
路两侧）一带

古塘街道孙塘北路 （科技路至潮塘江
段）两侧

浒山街道东山社区、南二环（孙塘南路
至金山路段）两侧

全市更多停电信息请登录宁波电业局网站（www.nb.zpepc.com.cn）“停电预告”栏

慈溪市人民政府三电办公室
二○一八年十月十一日

城区三个街道范围内电力抢修服务电话原51107519变更为51095911。

受慈溪市人民医院委托，本中心将
对市人民医院行政楼一处房产 3年承租
权进行公开租赁招标，现将具体事项公
告如下：

一、标的概况
标的位于市人民医院行政楼一层内

东侧，实用面积计 65平方米，经营范
围须为商业零售。三年租金底价：45万
元。

第 1年的租金必须一次付清，以后
每年的租金必须在前一年的租期到期日
前一次性付清。标的目前已设置承租
权，原承租人在评标总分相同的情况下
有优先承租权。

二、租赁年限：3 年，起止日期:
2018 年 12 月 15 日至 2021 年 12 月 14
日。

三、投标方资格要求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注册资本不少

于 100万元，从事 3年以上，具有连锁
网点的超市类企业，并提供营业执照副
本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如委托代
办的，还应提供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的
身份证。

四、本次招标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
求详见招标文件。申请人可到本中心获
取招标文件。

五、现场看样时间：2018年 10月
22日（工作时间）

六、投标保证金 10 万元 （不计
息），缴入本中心，到账截至时间 2018
年 10月 31日下午 430，投标单位以转
账支票、汇票、电汇等形式交纳，不收
现金，交款人的名称与投标人不一致的

一律不收。收款人：慈溪市产权交易中
心有限公司保证金专户，开户银行：农
行 慈 溪 浒 山 支 行 ， 账 号 ：
39513001040009514。

七、投标截至时间及地点
2018年 11月 1日上午 930前，在

慈溪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楼受理大
厅。

八、开标时间及地点：2018年 11
月1日上午930在慈溪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二楼第三开标室。

九、联系方式：市产权交易中心交
易 部 ： 63013624； 现 场 看 样 ：
63929654，胡先生；本项目由市公共资
源交易管理办公室监管：63013517。

慈溪市产权交易中心
二○一八年十月十二日

慈溪市人民医院行政楼一处房产租赁招标公告
编号：CQ18073

注销公告
经董事会表决通过，决定注销本学校。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52330282MJ9087631C，法定代表人：
包华露，住所：慈溪市浒山街道金山新村 218 号
楼，业务主管单位：慈溪市教育局。债权、债务尽
快向本单位清算小组申请。

慈溪市简单艺术培训中心

兹定于2018年10月12日起对《慈溪市中心城区白沙路
街道控制性详细规划》、《慈溪市科教园区城市设计》和
《慈溪市科教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局部地块规划功能调
整方案予以公示，希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

公示地点：白沙路街道办事处公示栏（三北大街2358号）
网络公示：http://bsl.cixi.gov.cn
公示时间：2018年10月12日起30个工作日
邮寄地址：白沙路街道办事处213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4-63993290
联系人：俞先生

慈溪市人民政府白沙路街道办事处
二○一八年十月十二日

规划公示

新华社莫斯科10月11日
电（记者 栾海）载有俄罗斯
和美国宇航员的一艘俄罗斯飞
船 11日发射失败。目前，俄
救援人员已找到紧急着陆的
两名宇航员，两人均平安无
恙。

据俄罗斯航天集团发布的
消息，莫斯科时间当天 11时
40 分 （北 京 时 间 16 时 40
分），载有宇航员的“联盟

MS-10”飞船由“联盟-FG”型
运载火箭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
科努尔发射升空。起飞约119秒
后，火箭第一级分离，位于火箭
顶端的整流罩被抛下，但火箭第
二级的发动机突然关闭，此后乘
员舱与火箭紧急分离，并抛出降
落伞着陆。

俄航天集团说，飞船上的俄
国宇航员阿列克谢·奥夫奇宁和
美国宇航员尼克·黑格均告生

还，他们原计划在国际空间站驻
守约半年。

两名宇航员着陆的地点距
哈萨克斯坦中部城市杰兹卡兹
甘约 20 公里，俄一个空降兵
小组率先乘飞机抵达，并在伞
降后找到飞船乘员舱。目前两
人已经出舱，经初步检查均没
有受伤，状况良好。他们将被
送往拜科努尔的宇航员医院
进一步检查，然后回到莫斯

科。
获悉宇航员平安生还后，俄

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
“谢天谢地，宇航员还活着。”俄
航天集团总裁罗戈津表示，飞船
的紧急逃生系统表现出色，俄将
成立国家调查委员会来调查此次
事故。

据悉，这是 1983年以来俄
载人飞船首次发射失败。据俄

“国家采购”网站发布的消息，

俄航天部门为此次发射购买了保
险，其投保费为1.433亿卢布（1
美元约合67卢布），保险赔偿金
为46.55亿卢布。

俄航天集团此前介绍说，此
次飞赴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准
备用一种新型磁性 3D打印机以
磁悬浮技术制作小鼠的甲状腺
和软骨组织，并将检查目前与
空间站对接但今年8月出现裂缝
的一艘载人飞船。

俄载人飞船发射失败
宇航员紧急着陆生还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1

日电 （记者 张泉） 记者
11日从国家医疗保障局召开
的政策吹风会上获悉，新纳
入医保的 17种抗癌药支付
标准较零售价平均降幅达
56.7%，患者 11 月底前有
望买到降价后的抗癌药。

国家医疗保障局日前印
发通知，将 17种谈判抗癌
药品纳入了《国家基本医疗
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
药品目录（2017年版）》乙
类范围，并同步确定了这些
药品的医保支付标准。

国家医疗保障局医疗组
牵头人熊先军介绍，本次纳
入药品目录的17种药品中，
包括12个实体肿瘤药和5个
血液肿瘤药，均为临床必
需、疗效确切、参保人员需
求迫切的肿瘤治疗药品，涉
及非小细胞肺癌、肾癌、结
直肠癌、黑色素瘤、淋巴瘤
等多个癌种。

与平均零售价相比，
谈判药品的支付标准平均
降幅达 56.7%，大部分进口
药品的支付标准低于周边

国家或地区市场价格，平
均低 36%，将极大减轻我
国肿瘤患者的用药负担。

本轮抗癌药医保准入专
项谈判工作于今年 6 月启
动，从医保目录外的 44个
独家抗癌药中，经组织专家
评审和投票遴选，并经认
真评估谈判最终确定了 17
种药物进入医保目录。

据悉，今年的谈判药品
多为近两年上市的新药，其
中，奥希替尼片、伊沙佐米
胶囊、阿法替尼片等10种谈
判成功的药品均为 2017年
之后上市的品种，剩余专利
期较长，谈判难度很大。

“本次谈判，我们充分
发挥医保集团购买的优势，
坚持临床价值导向和鼓励创
新，坚持基本保障，坚持专
家评审机制，坚持公平公正
公开。通过与企业平等协
商，明显提高了医保用药保
障水平，降低了患者用药负
担，控制了医保基金支出，
实现了参保人、医保、企业

‘三赢’的目标。”熊先军
说。

平均降幅56.7%

17种抗癌药纳入医保
进一步减轻患者用药负担

10月 11日，来自黔东南
苗族侗族自治州剑河县的参赛
选手在比赛中绣制苗族红绣。
当日，“圆梦锦绣·巧手脱
贫”贵州省妇女特色手工技能
暨创新产品大赛在贵阳市举
行。来自贵州省各地的参赛选
手分别就民族刺绣、民族蜡
染、创新产品设计等进行现场
比拼。2013 年，贵州省启动

“锦绣计划”，促进妇女实现家
门口就业创业、脱贫致富。

“锦绣计划”实施五年来，培
训妇女 6.5万人次，帮助全省
众多妇女织就脱贫致富路。

■新华社发

指尖赛技艺
锦绣助脱贫

注销公告
经董事会表决通过，决定注销本研究所。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52330282MJ9088212X，法定代表
人：冯利珍，住所：慈溪市新浦镇六塘南村，业务
主管单位：慈溪市科学技术局。债权、债务尽快向
本单位清算小组申请。

慈溪市新浦镇葡萄研究所

据新华社华盛顿 10月 11 日电
（记者 孙丁） 4 级飓风“迈克尔”
10日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北部沿海地
区登陆后，狂风和暴雨给美国东南沿
岸各州带来大面积破坏，佛罗里达州
1名男子被刮倒的树砸中身亡。目前

“迈克尔”已减弱为热带风暴。
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通报说，截

至美国东部时间 10日 18时，佛罗里

达州约有 38.8万用户失去电力供应，
邻近的佐治亚州和亚拉巴马州也分别
有4.6万和4.5万用户停电。随着风暴
移动，受停电影响的用户预计将持续
增加。

美国媒体报道说，“迈克尔”对
佛罗里达州巴拿马城造成了大面积破
坏。折断的树枝、被连根拔起的树木
及散落的电线随处可见，有的房屋屋

顶被风掀起或者被刮倒的树木砸坏。
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发布通报

说，“迈克尔”已经减弱为热带风
暴。

“迈克尔”10日中午以接近5级
飓风的强度从佛罗里达州北部沿海地
区登陆，带来风暴潮、狂风和暴雨。

“迈克尔”是近一个月来登陆美国本
土的第二个大西洋飓风。

飓风“迈克尔”对美国东南沿岸各州
造成大面积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