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公交场站调控中心（公交外滩中心站）项目已

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15〕271 号文件
批准建设，招标人为宁波市公共交通场站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招标代理人为宁波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公交
场站建设资金解决。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一拖
多可变冷媒流量空调系统设备采购及相关服务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建设地点：位于江北区人民路以西、外滩大桥以南
2.2建设规模：一拖多可变冷媒流量空调系统的供货、安装

调试、售后服务等
2.3招标控制价：505.0092万元
2.4招标范围：公交场站调控中心（公交外滩中心站）项目

一拖多可变冷媒流量空调系统的交钥匙工程
2.5 工期要求：供货时间为 30 天，具体供货时间以发包人

书面通知为准,安装工期必须满足总包方进度需求
具体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招标公告
3.投标人资格要求
投标人资格要求：（1）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有一拖多可变

冷媒流量空调系统设备制造或供应能力的制造商或代理商（代
理商参加投标的必须有制造商针对本项目出具的唯一授权书
原件）。（2）投标的一拖多可变冷媒流量空调系统产品的制造商
必须具有制冷设备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需覆盖投标产品

范围，进口产品除外）；
具体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招标公告
4.招标文件的获取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7年2月17日至2017年3月6

日16时登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自行下载招标文件。
具体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招标公告
5.投标文件的递交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 2017年 3月 9日 9时 30分，地

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具体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招标公告
6.投标保证金
金额：人民币8万元整
具体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招标公告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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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宁波日

报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公共交通场站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招标代理：宁波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江东区世纪大道北段555号名汇东方大厦19

楼1916室
联系人：胡孙杰、徐情情
电话：0574-87312175

公交场站调控中心（公交外滩中心站）项目一拖多可变冷媒流量
空调系统设备采购及相关服务项目招标公告

华东物资城机电市场价格行情

地址：宁波市中兴路430号 电话：87403188
日期：2017年2月16日

物资名称
利欧水泵
君禾水泵
汽油水泵
不锈钢球阀
电动阀门
电动工具
气动工具
手动工具
轴承
油水分离器
电缆
砂轮
护栏网
水泵

因行情变化，以当日报价为准。产品种类繁多，欢迎垂
询、交易。

规格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GFC4000
YJV.DWDE
各种型号
过滤布袋
各种型号

品牌
利欧
君禾
利欧
远东
远东
厂家直销
厂家直销
厂家直销
厂家直销
天工
新光
奥士通
厂家直销
河北鸿达

价格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联系电话
87376355
87376355
87376355
87718525
87718525
87470833
87470833
87470833
87353550
13967890589
13056919988
13056868470
13957839558
13566659330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中山路（机场路至世纪大道）综合整治工程

10#、11#地块已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
〔2014〕161号批准建设，项目招标人为宁波市市政工程前期办公
室，招标代理人为宁波德威工程造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建设资
金建设资金来自中山路街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自筹解决。项目
己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施工监理服务进行公开招标。

2．工程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位于海曙区
建设规模：工程范围约9000㎡
建设项目工程概算投资额：约6465.6681万元
工程类别及等级：市政工程
施工监理服务标段划分：1个标段。
质量控制目标：同施工质量要求。
安全控制目标：同施工安全要求。
进度控制目标：同施工工期。
施工监理服务范围和内容：中山路（机场路至世纪大道）

综合整治工程10#、11#地块的施工全过程监理。
施工监理服务期：同施工工期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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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标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工程监理资质证书，须具

备市政公用工程监理甲级资质或工程监理综合资质；
3.1.3投标人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以下

简称“系统”）登记信息的，其相关内容已经该系统审核通过；
3.1.4投标人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须具

有 C 级及以上信用评价等级（以开标之日所在季度的企业监
理信用评价等级为准）；

3.1.5 投标人无不良行为记录（不良行为记录界定的范围
为：国家、浙江省、宁波市相关行政主管部门通报停止投标活
动且处在被停止投标期间内）；

3.1.6企业注册地在浙江省行政区域以外的投标人已通过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备案登记。

3.2投标人拟派总监理工程师资格要求：
3.2.1 总监理工程师须具备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注

册专业为市政公用工程；
3.2.2总监理工程师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

统登记信息的，其相关内容已经该系统审核通过；
3.2.3 总监理工程师无不良行为记录（不良行为记录界定

的范围为：国家、浙江省、宁波市相关行政主管部门通报停止
投标活动且处在被停止投标期间内）；

3.2.4总监理工程师无在建项目。
3.3其他要求：拟派总监理工程师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

信息管理系统”中未解锁项目视为在建项目，因特殊情况未能
解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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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资料。

3.4投标人、法定代表人及其拟派总监理工程师经宁波行政
区域范围内人民检察院查询近五年（2012年1月1日至今）无行
贿犯罪记录。投标人应在2017年3月8日17:00之前，将招标文
件最后一页《查询申请函》填写完整并盖章【附投标人营业执照
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已申领到经“五证合一”后的营业执照的
投标人无需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拟派总
监理工程师身份证复印件】交至（或快递至）招标代理人，若投标
人逾期未提交的，视为放弃投标，其投标将被拒绝。

3.5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6资格审查：采用资格后审。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7年 2月 17日至 2017年 3
月7日16:00（以下载成功时间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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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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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如招标文件资料费（不包括电子交易平台使用费）需
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请投标人将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
相关资料（包括名称、纳税人识别号、地址、电话、开户行及账
号等）与《查询申请函》同时交至（或快递至）招标代理人；未提
供相关资料的，招标代理人均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

4.3招标文件如有澄清和修改，将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网站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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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招标文件，有意参加投标者在
网上购买文件前，须先办理《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证》。详情请
登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查阅办事指南中《关于启
动网上办理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证的通知》。

4.5招标文件网上下载系统操作手册详见宁波市共资源交
易中心网站“资料下载”栏（咨询电话：0574-87187966陈工）。

4.6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人联系。
4.7未在网上下载招标文件的单位，其投标文件将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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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017 年 3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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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房间详见当
日公告栏）。

5.2 逾期送达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代
理）人将不予受理。

5.3本项目投标文件包括书面投标文件和电子投标文件，
各投标人在投标截止时间前需同时提交书面投标文件、电子
投标文件（介质为 U 盘或光盘）并携带单位“电子密钥”，开标
时，投标人不能提供单位“电子密钥”的，其投标将被拒绝。投
标文件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招标人将不予受
理。若投标人开标现场提交的电子投标文件无法读取，则按否
决其投标处理。

6．投标保证金的递交
6.1金额：人民币贰万元整
形式①：银行电汇或银行汇票直接缴入以下账户
收款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投标保证金专户（工程建设）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科技支行
银行账号：392266916462
形式②：保险保单
保单出具单位：宁波市建设工程综合保险服务中心
6.2 提交截止时间：2017 年 3 月 7 日 16:00（北京时间，以资

金到账时间或保险保单出具时间为准），联系电话：0574－
87861127（中国银行）、0574-87011318（宁波市建设工程综合保
险服务中心）。

7．招标公告发布
7.1时间：2017年2月17日至2017年3月7日。
7.2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日报、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网站（www.bidding.gov.cn）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市政工程前期办公室
招标代理人：宁波德威工程造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高新区星海南路100号华商大厦6楼
联系人：王皓、俞蒙蒙
联系电话：0574-87684881、87686671，15757827127
传真：0574-87686776

中山路（机场路至世纪大道）综合整治工程10#、11#地块(监理)
交易登记号：17GC05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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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吉隆坡 2月 16日电
（记者林昊 刘彤） 马来西亚副总
理扎希德 16 日确认，日前在吉隆
坡国际机场身亡的朝鲜男子为金正
男。

马来西亚警方先前通报，这名
男子随身携带的护照显示其姓名为

“金哲”（音译），46岁，生于朝鲜
平壤。在 16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
当被问及“金哲”是否为朝鲜最高
领导人金正恩之兄金正男时，扎希
德回答：“是的，确定。”他随后表
示，根据警方通报，朝鲜驻马来西
亚大使馆确认死者的身份是金正

男。
扎希德表示，马方曾怀疑死者

携带的是一本假护照，但现在已经
确认护照的真实性。他认为，这名
朝鲜男子所携护照上的身份旨在掩
盖他的真实身份。

扎希德表示，朝鲜驻马来西亚
大使馆已经要求马方归还死者遗
体。但马方必须先完成验尸等流
程，尸检结果将由警方和医院方面
公布。对于金正男前往马来西亚的
原因，扎希德表示需要等待警方的
调查结果。

13 日，一名朝鲜籍男子在吉

隆坡国际机场二号航站口寻求医疗
帮助，但随后在送医途中死亡。马
来西亚警方表示，正在以谋杀案的
角度展开调查，两名出现在机场监
控录像画面上的女性嫌疑人分别于
15 日和 16 日被逮捕，两人分别持
有越南和印度尼西亚护照。

据新华社吉隆坡 2月 16日电
（记者刘彤 林昊） 马来西亚警方
16日宣布，当地时间当天凌晨2时
许，马警方逮捕了一名持印度尼西
亚护照的女子，该嫌疑人可能与
13 日在吉隆坡国际机场发生的一
名朝鲜籍男子死亡事件有关。

马来西亚警察总长哈立德在一
份声明中说，这名女子曾出现在机
场的监控录像中，被捕时独自一人。
根据护照信息，嫌疑人名叫“西蒂·
艾莎”，1992 年 2 月 11 日出生于印
尼西冷。这名持印尼护照的女子是
在雪兰莪州一家酒店被捕的。警方
还逮捕了这名嫌疑人的男友。此人
为马来西亚籍，现年26岁。

目前仍不清楚这名持印尼护照
的女子和此前警方在吉隆坡国际机
场逮捕的一名持越南护照的女子是
否有关系，警方表示调查仍在进
行。

马来西亚副总理确认

吉隆坡机场身亡朝鲜男子为金正男
警方已逮捕三名嫌疑人

新华社北京 2月 16日电
（记者孙辰茜） 外交部发言人
耿爽 16 日就金正男遇害事答
问时表示，中方对事件进展保
持关注。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
记者问：金正男遇害事将对中
朝关系产生多大影响？会不会
产生负面影响？

“关于你提到的事件，我
们注意到媒体有关报道。”耿
爽说，“我们对事件进展保持
关注。”

“ 至 于 你 提 到 的 中 朝 关
系，”他表示，中朝是友好近
邻，两国有着友好交往的传
统。

中国外交部：

对事件进展
保持关注

2月16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马来西亚警方在吉隆坡中央医院法医鉴定中心外驻守。 （新华社发）

新华社巴黎2月15日电（记者
韩冰 应强）法国外交部长艾罗15
日在国民议会表示，法国总统选举

“不容任何外来干预”，任何国家不能
影响法国人选择未来的法国总统。

艾罗在回答议员提问时说，不

干预内政是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原
则，如果有人企图触犯这一原则，
法国将在必要时采取反击措施。他
表示，法国政府将在下周推出新的
安全措施，来应对法国总统选举可
能面临的各类威胁，尤其是网络攻

击的威胁。
14 日，法国总统选举热门候

选人之一、“前进”运动主席马克
龙的竞选团队一名负责人在法国

《世界报》 发表文章说，俄罗斯企
图通过攻击“前进”运动网站、在

社交媒体及俄罗斯国营媒体上散播
关于马克龙的负面消息，使得法国
大选变得不稳定。

但马克龙竞选团队的数字技术
负责人 14 日在接受 《世界报》 采
访时说，在“前进”运动网站近一
个月受到的数千起网络攻击中，大
多数来自法国东部、乌克兰和其他
国家，并无确凿证据显示这些攻击
来自俄罗斯。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14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对俄罗斯
干预马克龙选情的指责是“荒谬的”，
俄罗斯无意干预他国选举进程。

法国外长称

法国大选“不容任何外来干预”
据新华社华盛顿 2月 15日

电（记者周而捷） 美国总统特朗
普 15 日称，只要以色列和巴勒
斯坦双方愿意，他对以“一国方
案”还是“两国方案”实现以巴
和平均表示支持。这一表态放弃
了此前多届美国政府支持“两国

方案”的立场。
特朗普是当天在与来访的以色

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的联合记者
会上作出上述表态的。他说，在“一国
方案”还是“两国方案”问题上，“我可
以接受以巴双方都乐意的方案，任何
一个对我来说都没有问题”。

特朗普称

实现以巴和平不限于“两国方案”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夏文
辉） 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
正考虑向叙利亚派遣地面部队以
加 强 打 击 极 端 组 织 “ 伊 斯 兰
国”。美国媒体说，这一行动显
示美国对叙利亚政策一大变化，
是美军地面军事力量首次进入战

乱六年的叙利亚。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15 日

报道，一名五角大楼官员透露，可
能“你们某一时候会在叙利亚看到
常规地面部队”。这名官员说，这
最终需要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作出
决定。

政策“反转”？

美打算向叙利亚派地面部队

新华社首尔 2 月 16 日电
（记者杜白羽 姚琪琳） 韩国宪
法 法 院 代 院 长 李 贞 美 16 日 宣
布，韩总统弹劾案最后一次庭审
将于本月 24 日进行，控辩双方
须在23日前提交立场材料。

随后，总统朴槿惠方面对该
日程安排提出异议，称最后一次
庭审前应给与充分的时间核查证
据。宪法法院主审法官姜日源表
示，控辩双方可将对上述日程安
排的意见写入立场材料，宪法法
院会再进行讨论。

另一方面，负责调查“亲信
干政”事件的特别检察组发言人
李圭喆 16 日也表示，鉴于该案
件调查对象多，相关调查很难在
规定的截止日期前完成，因此特
检组向代行总统职权的总理黄教
安申请延长 30 天的调查期限。
据悉，黄教安方面对此表示“将
进行考虑”，但是否会批准延长
申请仍是未知数。

根据韩国国会的规定，特检
组调查期限为 70 天，即从 2016
年 12 月 21 日 至 2017 年 2 月 28
日。若调查难度大，可在截止日
期三天前向总统提出一次性延长
30天调查期限的申请。

韩国媒体分析说，即便最后

一次庭审的具体日期发生变化，也
不会拖延太久，很有可能延长至
27 日。因此，宪法法院在代院长
李贞美任期结束的3月13日前作出
判决的希望依然较大。如果宪法法
院能判决弹劾案通过，朴槿惠将被
解除总统职务，韩国将在 60 天内
举行下届总统选举。

与此同时，总统府青瓦台和
特检组之间的对峙仍在继续。目
前，双方就搜查取证问题存在严
重对立，特检组通过寻求法院判
决向青瓦台施压，促使其积极配
合调查。然而，首尔行政法院 16
日对特检组要求总统府青瓦台配
合搜查的申请，作出不予受理的
裁定，但评价申请本身“具有意
义”。

李圭喆 15 日在记者会上说，
朴槿惠曾于 2016 年 4 月至 10 月间
使用匿名手机，与“亲信干政”
事件核心人物崔顺实通电话达到
570 次，在崔顺实潜逃德国直至回
国期间通话 127次。他认为，匿名
手机在青瓦台内，有必要入府搜
查。

特检组人员本月 3日携搜查令
抵达青瓦台，试图进入总统府搜查，
但遭到拒绝。总统府方面以该场所
涉军事和国家机密为由拒绝放行。

韩国总统弹劾案
将于24日最终庭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