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杭甬高速公路至宁波沿海北线余姚连接线工程（杭

甬高速肖东枢纽互通）管理用房项目已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以甬发改投资〔2005〕221 号批准建设，招标人为余姚市姚州高速公
路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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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浙江余姚。
规模：本工程总用地面积0.6公顷，总建筑面积879.7平方米。
招标控制价：7579437元。
计划工期：150日历天。
招标范围：本项目施工图范围内的站房、泵房及收费棚等相关

配套工程的施工总承包，具体详见工程量清单及编制说明。
标段划分：1个。
质量要求：按国家验收规范一次性验收合格标准。
安全要求：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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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资质要求：合格的投标人须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

包三级及以上资质；
3.1.3 投标人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以下简称

“系统”）中，须具有C级及以上信用等级（以开标之日所在季度的宁
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提供的信息为准）；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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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投标人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录入信息
的，其相关内容已经该系统审核通过；

3.1.6人工工资担保须在系统中显示：①已在宁波市行政区域内审核通过（适用于企业注册地为宁波
大市范围内的投标人）；②已在招标项目所在地审核通过（适用于企业注册地为宁波大
市范围外的投标人）。

3.2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资格要求：
3.2.1拟派项目经理资格须具备建筑工程注册建造师（含临时建

造师，年龄须在60周岁以下）二级及以上，并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考
核合格证书（B证），注册专业为建筑工程；

3.2.2 拟派项目经理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录
入信息的，其相关内容已经该系统审核通过；

3.2.3 拟派项目经理要求无在建项目，具体按照甬建发〔2016〕
200号文件执行。

3.3其他要求：①拟派项目经理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
理系统”中有项目人员未解锁的视同有在建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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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工证明材料。②投标人及拟派项目经理
在建筑市场活动中不得存在“弄虚作假”的行为。

3.4投标人及拟派项目经理无不良行为记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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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6投标人、法定代表人及其拟派项目经理经宁波市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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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7 日 16 时 30 分之前，将招标文件中《要求查询行贿犯罪

记录的申请函》填写完整并盖章（并附投标人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
构代码证、法定代表人和拟派项目经理身份证复印件，复印件加盖
单位公章；已办理五证合一的投标人无须提交组织机构代码证。）交
至招标代理人处，若投标人逾期未提交的，视为放弃投标申请，其投
标申请将被拒绝。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7年3月23日至2017年4月7日

16时 00分（以下载成功时间为准）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http：//www.bidding.gov.cn）下载招标文件，未下载招标文件的投
标人，招标（代理）人将不予接收其投标文件。

4.2招标文件下载费300元。
4.3如有补充的招标文件请关注本网站，自行下载，不另行提供

纸质版补充文件。
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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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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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启动网上办理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证的通知》。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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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机构联系。
5.投标保证金
5.1金额：人民币15万元整；
形式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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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466923534。

形式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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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提交截至时间2017年4月7日16时00分（北京时间，以资金

到账时间为准），退还时间详见示范文本“投标人须知”第3.6.7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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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投标文件的递交
6.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 为2017年4

月12日9时30分，地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宁波市江东区宁穿
路1901号市行政服务中心四楼，具体受理场所详见当日公告栏）。

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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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招标公告发布
7.1时间：2017年3月23日至2017年4月7日。
7.2媒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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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市姚州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余姚市南雷南路388号（交通大楼）十六楼
联系人：俞冠军 黄曙光
联系电话0574-62781602 0574-62781603
传真：0574-62781609
代理单位：宁波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世纪大道北段555号名汇东方大厦20楼2017室
联系人：吕鹏 董成浩
联系电话：0574-55717438
传真：0574-55717439

杭甬高速公路至宁波沿海北线余姚连接线工程（杭甬高速肖东枢纽互通）管理用房项目施工招标公告
（交易登记号：17GC060046）

为进一步完善东部新城交通路网，改善市民出行环境，根
据宁波市鄞州区发展和改革局批复的鄞发改投【2011】101号文
件精神，惊驾东路延伸段（学苑路—东外环）工程已进入实施阶
段。该工程位于邱隘镇，西起学苑路，东
至东外环（详情见示意图）。

为确保工程建设顺利，凡涉及上述
工程范围内的地上杆线、地下管线（包括
军用光缆）等设施的产权单位于2017年3
月 30 日、31 日 9:00—11:30、14:00—17:30
派员携有效证件和相关资料到宁波市市
政工程前期办公室进行管杆线和设施登
记，逾期未登记的施工期间造成损失，建
设单位概不负责。

联系地址：东部新城松下街 595 号
（住建委大楼）939室

联系人：吕勤 辛金发

联系电话：87196961 13858378755
宁波市市政工程前期办公室

2017年3月24日

关于惊驾东路延伸段（学苑路—东外环）工程
范围内管杆线登记的通告

4月6日 星期四
海 曙 区 图 书 馆 5001049115， 如 家 快 捷 酒 店

5001039378，雅宁印刷5001033151，八中专变5001026855，
东益制笔 5001027228，秀水街，彩拍厂，孝闻街，横河街
一带停电 （9:00-18:00） 望童 A831 线育才开关站华龙出
JC837间隔：海曙区 （原鄞州区） 高桥镇长乐路：望春四季
苑小区、长乐城综14号公变、长乐城综13号公变、宁波明
达针织有限公司、宁波市鄞州甬上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停
电。（8:30-16:00）

4月7日星期五
海曙区 一、政南 A4831 开关，后仓 A9791 开关，后

仓A979线10号杆横涨支线开关：海曙区石碶街道：忠兴建
筑、园林处、永兴针织制衣、甬龙铜制品、甬立不锈钢、
甬源不锈钢、永峰混凝土、莹微服饰、欣捷混凝土、万马
箱柜、宁飞电子、菩石置业、中港工具、龙洲织造、丽高
婴童用品、聚星武校、后仓村4#公变、后仓8#公变、后仓
6#公变、后仓1#公变、光大制造、格兰特制冷、缝纫机实
业、东方建设、博优塑化、佰瑞制衣、冯家 7#公变、冯家 2#
公变、冯家小戴家公变、冯家方家公变停电。（8:00-17:00小
雨不变，大雨取消） 二、恒欣 A318线生辉支线 4号杆岐湖
16号支线跌落式熔断器：海曙区高桥镇甬梁公路：岐湖村 16
号公变、宁波市鄞州润钶汽配有限公司停电。（8:15-16:00小
雨不变，大雨取消） 三、锦辉 A708线工业区支线 7号杆开
关：海曙区 （原鄞州区） 横街镇金泉路、恒天路、万塑
路：宁波市重强电器有限公司、宁波泰和制冷技术有限公
司、城综横街 13 号公变、宁波市鄞州万豪塑业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万红塑业有限公司、宁波市鄞州创福塑料制品
有限公司、宁波市鄞州波达异型螺帽厂、宁波市鄞州创福
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宁波市鄞州千腾机械有限公司、城综

横街 31号公变、宁波市鄞州横街国光制笔厂、宁波永德信
仪表科技有限公司、宁波五一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宁波锦
辉紧固件有限公司、城综横街 24号公变、宁波市鄞州华浩
电塑厂(普通合伙)、宁波金泉仪表有限公司、宁波市鄞州甬
泽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城综横街 15号公变停电。（8:15-14:
00小雨不变，大雨取消） 四、新宅A843线芦港开关站昌新
出 JC059 间隔：海曙区 （原鄞州区） 高桥镇庙洪路、芦港
村一带：芦港村 4 号公变、宁波凯旸置业有限公司、宁波
万曙置业有限公司停电 （8:15-16:00）。

江北区 公共项目建设 5005138876、庄桥中心小学
5001037709、庄桥小学 5009804337、孔家村部分用户、方
洋村部分用户 （8:00-16:00）

4月8日 星期六
杭州湾新区 元祥村经济合作社 （农贸市场）、庵东

7、22 号台区、元祥村部分地区、八达工程塑料 （8:30-
15:30）

停电预告补充：
取消：
3月27日 星期一
杭州湾新区 慈溪市中河区水利管理处 （9:00-14:00）

宁波杭州湾新区海涂围垦开发有限公司 （9:30-14:30）
增加：
3月27日 星期一
杭州湾新区 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海泽市政、托普

电子(9:00-10:30)江南村部分地区、庵东平衡器材厂、新建
村部分地区、慈溪市西一摩托车配件有限公司、慈溪市创
鑫车辆零部件有限公司、慈溪市星星制带有限公司、宁波
杭州湾新区众康机械配件厂 （13:30-16:30）

3月29日 星期三
杭州湾新区 方太临时变 （9:00-16:30）

国网宁波供电公司
网址：95598.zj.sgcc.com.cn

计划停电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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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正 变 得 越 来 越 普 及 ，
国产操作系统是否足够安全和便
捷？近日，一款应用了国产核心
技术的新一代云计算操作系统发
布，在安全性、可扩展性等方面
均实现大幅提升，有望助力打造
我国自主可靠、安全稳定的云计
算新生态。

这 款 名 为 Cloudview SVM
Edition V3 的云计算操作系统由
中科睿光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开发。
中科睿光首席技术官陈宏说，该产

品从研发、测试到技术服务，由中
科睿光技术团队完成，符合中国云
计算国家标准，是专门为中国用户
打造的新一代稳定、安全、可靠的
云计算操作系统。

“虚拟化管理软件、云计算管
理平台这两个子产品均已实现国
产化，支撑着云计算操作系统的
两大核心功能——资源的抽象和
池化、管理的自动化。”陈宏说，
中科睿光此次推出的新版本在安
全方面显著增强，除了有虚拟机

加密功能对用户的敏感数据提供
防窃取保护之外，还提供软件定
义网络功能，允许用户在网络层
面上进行流量的安全隔离和安全组
策略。

云计算是通过网络统一组织和
灵活调用软件、运行平台、计算与
存储等各种资源，实现大规模计算
的信息处理方式，具备超大规模、
虚拟化、通用性、高可靠性、高扩
展性等特点。据统计，2015 年全
球云计算产业规模约为 1750 亿美

元，预计 2019 年可突破 3000 亿美
元。

数据显示，发达国家目前占据
云计算市场的主导地位，份额在
75%以上。在全球排名前 100 的云
计算企业中，美国占 84 家，巨头
企业正在全球快速扩张，巩固产业
地位。我国云计算市场近几年一直
呈 上 升 之 势 ， 但 所 占 份 额 仅 为
5%，云计算核心技术也仍面临巨
大挑战。

（据新华社）

新一代国产云计算操作系统发布
安全性能显著增强

清明节临近，市场监管部门日
前对制作青团、麻糍等食品的经营
主体开展了普查，重点检查了各经
营主体的证照是否齐全、食品进货

来源票据是否规范。图为鄞州区市
场监管局宁东市场监管所执法人员
在对某蛋糕店的青团进行检查。

（殷聪 李逸儿 摄）

我市开展清明节食品专项检查

本报讯 （实习生孙佳丽 记
者殷聪） 为保障食盐质量安全，
市盐务局、市公安局、市市场监
管局及市经信委四部门联合开展
为期百日的食盐市场联合专项整
治行动。

据介绍，此次百日行动将重
点检查我市蔬菜加工腌制用盐
区、原盐生产区 （非国家食盐定
点生产企业）、小包装食用盐市
场、食盐定点生产及批发企业的
食盐生产与使用情况，依法查处
工业盐以及不合格盐进入小包装
食用盐市场等违法行为。

“目前，我市蔬菜加工用盐
已进入供应旺季，蔬菜加工腌
制用盐区是我市此次百日行动
的重中之重。”市经信委盐改办

相关工作人员告诉笔者，本次
对 蔬 菜 加 工 腌 制 用 盐 区 的 整
治，将重点检查余姚、慈溪等
地是否存在使用工业盐或劣质
盐腌制蔬菜的情况，蔬菜腌制
加工企业和个人是否存在违规
使用不合格盐的行为以及是否从
未取得食盐批发许可证的企业购
进盐产品等。

据悉，此次我市将加大对食
盐市场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的查
处力度，防止工业用盐、副产盐

（农药废渣盐） 及各类劣质盐冲击
食用盐市场，进一步落实食盐供
应及安全保障，确保市民用盐安
全。从今天起，我市食盐市场联
合专项整治行动开始进入集中整
治阶段。

我市开展
百日食盐市场专项整治行动

科技部火炬中心主任张志宏
25 日说，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
浪潮中，“独角兽”企业已成为推动
经济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
的重要引擎。2015 年我国“独角兽”
企业只有70家，而到了2016年已达
131 家，其中技术驱动型占绝大多

数，104家产生在国家级高新区。
“独角兽”企业是指成立 10 年

以内、估值超过 10 亿美元、获得过
私募投资且尚未上市的企业。作为
爆发式成长的代表，“独角兽”企业
被认为是新经济时代科技创新的集
中体现。

张志宏在天津高新区未来科技
城举行的中国中小企业问题研究所
挂牌仪式上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独
角兽”企业的出现适应了共享经济、
分享经济、智能经济和平台经济的
发展趋势，他们的成长环境与所在
地区的创新创业生态和政策服务有

很大关系。
我国目前已经有 16 个城市出

现了“独角兽”企业，其中，北京、上
海、深圳、杭州依托良好的创新创业
生态，成为我国“独角兽”企业主要
集聚区域，均超过 10 家，且主要集
中在国家级高新区。这也恰恰说明，
全国高新区一流的创业生态环境已
成为孕育“独角兽”企业的巨大摇
篮。

（据新华社）

我国“独角兽”企业已逾130家

本报讯 （记者殷聪 董娜
通讯员徐王健）“以前办理税务
登记，需要来回跑国税、地税两
个部门。如今，在新设立的联合
办税服务厅便能完成相关涉税业
务的办理，方便多了。”近日，
宁波顺康缝纫机械有限公司会计
戴宁宁享受到了我市税务部门

“最多跑一次”改革带来的便利。
据了解，深化国地税合作是

国家税务总局近年来倡导的重要
方向。“去年，国税、地税部门
共同上线金税三期税收管理系统
后，企业、个体工商户的设立、
变更、注销等国地税登记信息实
现了同步共享。这为国税、地税
部门的合作带来了新的思路与方

向。”海曙区国税局副局长叶华龙
告诉笔者，上月底，海曙国税、地
税部门深化合作，设立了可一站
式办理税务登记、发票代开等 11
大 类 涉 税 事 项 的 联 合 办 税 服 务
厅。据介绍，运行近一个月来，
联合办税服务厅已办理涉税业务
1.9万余笔。

“联合办税服务厅的设立是我
区国税、地税部门‘最多跑一次’改
革的第一步。”叶华龙告诉笔者，下
一步，海曙区国税、地税部门将在此
基础上逐步推出“一窗受理”模式。
届时，纳税人只需取一个号、到一个
窗口，便可办理国税、地税两个部门
的涉税业务，办税时间有望缩短
50%以上。

海曙办税“最多跑一次”

浙江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
的 《浙江省推动非户籍人口在城
市落户工作方案》 指出，要建立
进城落户农民“三权”维护机制
和“有限”自愿有偿退出机制。

根据“方案”的规定，浙江
省要加快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确保如期完成土地承包经
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确权登记
颁证，积极推进农村集体资产确
权到户和股份合作制改革。但是
不得强行要求进城落户农民转让
其在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

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
或将其作为进城落户条件。

浙江省政府指出，建立健全
农村产权流转市场体系，探索形
成农户对“三权”的自愿有偿退
出机制，支持或引导进城落户农
民依法自愿有偿转让上述权益，

“现阶段要严格限定在本集体经济
组织内部”。

2015 年 6 月，浙江省启动新
一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
记颁证工作，计划用 3 年左右时
间完成。 （据新华社）

浙江将探索农户“三权”
自愿有偿退出机制

在全国第 26 个
税 收 宣 传 月 来 临 之
际，奉化区国税局工
作 人 员 走 进 方 桥 小
学，为学生们上了一
堂别出心裁的税收剪
纸课。30 名小学生
将税收知识融入裁剪
之中，完成了“税收
让生活更美好”“如
鱼 得 ‘ 税 ’ ” 等 近
600幅剪纸作品。
（董娜 陈巍 摄）

一裁一剪话税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