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甬临线宁海段（K60+233-K64+450)路面大

修工程已由宁波市公路管理局以甬公养【2016】195号文件批
准建设，建设资金来自市补助与县自筹，招标人为宁海县公
路管理局。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
开招标，本次招标实行资格后审。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招标规模及合同估算价：本项目起自甬临线K60+233(象

西线简易菱形互通交叉口)，经过梅林陈村，终于甬临线K64+
450（兴宁北路交叉口），长约 4.2 公里。本工程按一级公路双
向四车道标准设计，设计速度为 80km/h，路基宽度 26.5m；合
同估算价：约8700万元。

标段划分：1个标段。
计划工期：10个月。
质量要求：合格。
招标范围：包括路基、路面、桥涵、绿化及完善全线的安

全设施、防护、排水设施等附属设施工程等；市政配套管线工
程：公路路基 26.5m 范围内的箱涵、雨污管道、预埋管、雨水
井、检查井等（具体详见施工图及工程量清单）。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具备交通运输部或浙江省交通运输厅颁发的公路养

护二类甲级从业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
的施工能力。

3.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

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
者存在控股（含法定代表人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
得同时参加本标段投标。

3.4 自 2012 年 1 月 1 日以来，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
派项目经理经宁波市人民检察院查询无行贿犯罪记录。投标
人应在 2017年 4月 23日 16时之前，将招标文件最后一页《查
询申请函》填写完整并加盖公章（并附投标人营业执照副本、
组织机构代码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及拟派项目经理身份证
复印件，如投标人已经办理五证合一的可不附组织机构代码
证）交至（或快递至）招标代理人，若投标人逾期未提交的，其
投标文件不予受理。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7年3月31日到2017年4

月23日1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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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预审）
文件。

4.2招标（资格预审）文件下载费用300元（其中电子平台
费用100元），售后不退。

4.3如有补充的招标（资格预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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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预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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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未在网上下载招标文件的单位，其投标文件不予受理。
5.投标保证金
5.1金额：不少于人民币捌拾万元
形式：采用银行汇票、银行电汇、银行保函中的任一种形式。

（1）若采用银行汇票、银行电汇形式：投标人应在2017年4月
23日 16时前（北京时间，以资金到账时间为准），将投标保证金由
投标人开立的基本账户的银行汇入招标人的指定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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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9270737053
采用银行汇票、银行电汇形式的需在投标文件中提供基本账

户开户许可证的复印件。
（2）若采用银行保函形式：保函应由投标人开立的基本账户

的银行开具，银行保函应采用招标文件提供的格式，且应在投标
有效期后 30 天内保持有效，招标人如果按规定延长了投标有效
期，则投标保证金的有效期也相应延长。采用银行保函形式的需
在投标文件中提供银行保函的复印件，原件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提
交给招标人。

5.2 特别提示:汇(转)款时,不要采用“宁波同城实时清算系
统”。

6.投标文件的递交
6.1招标人不召开投标预备会，不组织现场踏勘，有需要的投

标人自行踏勘现场。
6.2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17

年4月26日9时30分，投标人应于当日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前
将投标文件递交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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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受理场所安排详见电子指示屏幕）。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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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

bidding.gov.cn）、宁波日报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海县公路管理局
地址：宁海县桃源街道兴海北路99号
联系人：孔先生
传真：0574-59957175
电话：0574-83522153
招标代理：浙江至诚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宁波市槐树路146号4楼
联系人：康小姐 黄先生
传真：0574-59975507
电话：0574-59975507、0574-87788203

甬临线宁海段（K60+233-K64+450)
路 面 大 修 工 程（施 工）招 标 公 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甬临线宁海段（K60+233-K64+450)路面大

修工程已由宁波市公路管理局以甬公养【2016】195号文件批
准建设，建设资金来自市补助与县自筹，招标人为宁海县公
路管理局。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本项目的监理进行
公开招标，实行资格后审。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宁海县
2.2项目规模及技术标准：本项目起自甬临线K60+233(象

西线简易菱形互通交叉口)，经过梅林陈村，终于甬临线K64+
450（兴宁北路交叉口），长约4.2公里。本工程按一级公路双向
四车道标准设计，设计速度为80km/h，路基宽度26.5m。

2.3计划施工工期：10个月。
2.4 招标范围：甬临线宁海段（K60+233-K64+450)路面

大修工程施工全过程及缺陷责任期监理。
2.5监理标段划分及其监理服务期：本项目设1个监理合

同段，监理服务期为 22 个月（其中施工期 10 个月，缺陷责任
期12个月）。

2.6工程质量目标：同施工质量标准。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交通运输部

核发的公路工程乙级及以上监理资质，并在监理业绩、监理
人员和履约信誉等方面具有相应监理经验和能力。

3.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

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
者存在控股（含法定代表人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
得同时参加本标段投标。

3.4 自 2012 年 1 月 1 日以来，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
委任的总监理工程师经宁波市人民检察院查询无行贿犯罪
记录。投标人应在 2017 年 5 月 9 日 16 时之前，将招标文件最
后一页《查询申请函》填写完整并加盖公章（并附投标人营业
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及拟委任的
总监理工程师身份证复印件，如投标人已经办理五证合一的
可不附组织机构代码证）交至（或快递至）招标代理人，若投
标人逾期未提交的，其投标文件不予受理。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7年4月17日到2017年5

月 9日 1600（以付款成功时间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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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招标文件下载费用 300 元（其中电子平台费用 100
元），售后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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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未在网上下载招标文件的单位，其投标文件不予受理。
4.8温馨提示：凡受到相关行政监督部门限制投标的企业，请

慎重购买。
5.投标保证金
5.1金额：不少于人民币叁万元
形式：采用银行汇票、银行电汇、银行保函中的任一种形式。
1、若采用银行汇票、银行电汇形式：投标人应在2017年5月9

日 16时前（北京时间，以资金到账时间为准），将投标保证金由投
标人开立的基本账户的银行汇入招标人的指定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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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971210879
采用银行汇票、银行电汇形式的需在投标文件中提供基本账

户开户许可证的复印件。
2、若采用银行保函形式：保函应由投标人开立的基本账户的

银行开具，银行保函应采用招标文件提供的格式，且应在投标有
效期后 30天内保持有效，招标人如果按规定延长了投标有效期，
则投标保证金的有效期也相应延长。采用银行保函形式的需在投
标文件中提供银行保函的复印件，原件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提交给
招标人。

特别提示：汇(转)款时,不要采用“宁波同城实时清算系统”。
6.投标文件的递交
6.1 招标人不统一组织踏勘现场及投标预备会，投标人可视

需要自行前往进行踏勘。
6.2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17

年5月15日9时30分，投标人应于当日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前
将投标文件递交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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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受理场所安排详见电子指示屏幕）。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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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

bidding.gov.cn）、宁波日报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海县公路管理局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桃源街道兴海北路99号
邮编：315600
联系人：孔先生
电话：0574-83522153
招标代理人：浙江至诚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宁波市槐树路146号4楼
邮编：315100
联系人：康小姐 黄先生
电话：0574-59975507 0574-87788203

甬临线宁海段（K60+233-K64+450)
路 面 大 修工程施工监理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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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海南文昌 4月 20日电
（记者王经国 梅常伟 王楠楠）
我国首艘货运飞船天舟一号 20 日
19 时 51 分许，在我国文昌航天发
射场发射成功。这是我国载人航天
工程“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二步的
收官之作，标志着我国即将开启空
间站时代。

天舟一号是面向空间站建造和
运营任务全新研制的货运飞船，全
长10.6米、最大直径3.35米，由货
物舱和推进舱组成。飞船整船最大
装载状态下重达13.5吨，最大上行
货物运载量达 6.5 吨，是我国飞船
中名符其实的“大块头”。

夜晚的滨海发射场，海风轻
拂。乳白色的长征七号遥二火箭，
在聚光灯的照射下，分外耀眼。

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
247 次飞行，也是长征七号火箭的
第二次飞行。就在近 10 个月前，
长征七号在这里首飞成功。这一
次，它与天舟一号货运飞船共同组
成的空间站货物运输系统，是空间
站系统的首次飞行。

19 时 41 分，随着“点火”口
令的发出，发射场响起地动山摇般
的轰鸣声，拖曳着白色尾焰的长征
七号火箭冲天而上。

此时，在太空已巡游 7 个多
月、绕行地球 3396 圈的天宫二号
正在期待这次甜美的“约会”。

2016 年 9 月 15 日，首艘真正
意义上的空间实验室天宫二号发射
成功。目前，设计寿命为 2年的天
宫二号运行状态良好。

约 596 秒后，飞船准确入轨。

天舟一号发射任务发射场区指挥部
指挥长张学宇宣布，天舟一号货运
飞船发射成功。

按计划，天舟一号将在距地面
393 公里的轨道与天宫二号进行 3
次自动交会对接。这在我国载人航
天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货运飞船系统副总设计师徐小

平说，每一次的交会对接任务特点
各有不同：

——对现有技术进行再次验
证；

——天舟一号自主绕飞，加速
赶到 180度转向的天宫二号，从前
侧与天宫二号进行对接，这是未来
空间站建造和运营的关键技术；

——打破以往由地面完成远距
离导引的模式，改为全程由飞船自
主完成。

实施推进剂在轨补加是天舟一
号这次飞行的另一项重要任务。这
项技术是空间站实现长期驻留的必
要条件。目前，仅有俄罗斯和美国
有过类似的工程应用。

“掌握这些技术，将填补我国
航天领域的技术空白，实现我国航
天领域的技术跨越。”徐小平说。

天舟一号的设计寿命不少于 5
个月，其中，组合体计划飞行2个月，
天舟一号独立运行不少于3个月。

为了避免成为太空垃圾，在轨
任务结束后，天舟一号将携带空间
废弃物带回大气层，并受控至南太
平洋预定安全海域上空陨落。

“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为维护洁
净、安全的太空环境所体现的负责
任态度。”徐小平说。

“太空快递员”赴约“天宫”

我首艘货运飞船天舟一号成功发射
标志着中国空间站时代即将开启

4月 20日 19时 41分，搭载着天舟一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二运载
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596秒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
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

新华社济南 4 月 20 日电
（记者萧海川 闫祥岭） 记者 20
日从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
院获悉，该院已立案受理“徐
玉玉被电信诈骗案”，并由资深
法官组成合议庭，将依法审理
该案。

4月17日，山东省临沂市人

民检察院就“徐玉玉被电信诈骗
案”向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
诉。经审查，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受理该案。

4月 20日下午，合议庭向陈文
辉、郑金锋等 7名被告人送达了起
诉书，并依法告知了诉讼权利和义
务。该案将择期开庭审理。

临沂中级法院立案受理
“徐玉玉被电信诈骗案”

据新华社海南文昌4月20日电
记者 梅常伟 曾涛 陈曦

连日来，围绕飞船的各种信息
和解读纷至沓来，新华社记者采访

飞船研制单位——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五院的权威专家，梳理了一些有关
天舟一号的“非常规”问题，以便大家
更好地了解这个即将承担起我国空
间物资输送使命的中国航天新锐。

问题 1：神舟系列载人飞船是
于 1999年首次发射成功的，至今已
经发射了十一艘，天舟一号直到
2017 年才首飞，这是因为货运飞船
研制难度更大吗？

白明生（天舟一号货运飞船总
设计师）：神舟系列飞船与天舟系列
飞船研发的先后顺序，是由我国载
人航天工程“三步走”发展战略决定
的。按照计划，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
任务结束后，我国将建造长期有人

照料的空间站。天舟系列货运飞船
就是面向我国空间站建造和运营物
资运输补给任务的，全新研制的载
人航天器。

问题 2：天舟系列飞船可以运
送航天员吗？

徐小平（天舟一号货运飞船副
总设计师）：天舟系列飞船“只运货、
不送人”，运送航天员是神舟系列飞
船的任务。虽然天舟系列飞船个头
更大、空间更多，但其舱段构型和舱
内布局都是专门为输送物资设计的，
更强调的是“大肚能容”，而不是神舟
飞船的安全舒适，并不能用来运送人
员。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飞天的“行
李”交由天舟来运，神舟飞船就能更

加全神贯注地运送航天员了。
问题3：天舟系列飞船是否可

以给自己加注燃料？
雷剑宇（天舟一号货运飞船系

统总体副主任设计师）：天舟飞船
推进舱携带的燃料，除了用于轨道
调整，还要用来控制自身坠入大气
层烧毁以免产生太空垃圾，一点一
滴都十分宝贵。但由于它不需要像
空间站那样长期在轨，发射升空时
携带的燃料足够使用，没必要大费
周章在太空“加油”。所以，带给空间
站的燃料要“专油专用”。

问题 4：普通人将来能通过天
舟飞船送快递吗？

张健（天舟一号货运飞船系统
总体副主任设计师）：国外有统计数
据显示，要将 1 公斤重的东西送入
太空，大约要花费几十万美元。这个
数据虽说听起来不够精确，却真实
反映出航天事业离不开强大的经济
支撑作后盾。换句话说，普通人如果
想通过天舟飞船向空间站快递货
物，仍然是不太现实的。

普通人能通过天舟送快递吗？
——有关天舟一号货运飞船的几个“非常规”问题

天舟一号货运飞船昨晚成
功飞天。它的使命就是承担我
国空间物资的输送。那么，天
舟一号货运飞船能够运送航天
员吗？普通人将来能通过天舟
飞船送快递吗？这些问题都将
在本文寻找到答案。

据新华社安卡拉4月19日电
土耳其最高选举委员会19日发表
声明宣布，驳回部分政党和选民关
于判定修宪公投结果无效的请求。

提出这一请求的政党是最大
反对党共和人民党、人民民主党
和爱国党。

本月 16 日，土耳其举行修
宪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执

政党正义与发展党 （正发党） 主导
的支持修宪阵营赢得 51.4％的选
票，宪法修正案获得通过。

修宪公投初步结果公布以来，
包括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伊兹密
尔三大城市在内的至少 20 个城市
接连爆发抗议示威活动。据土媒体
报道，每天都有数千名抗议者要求
宣布公投无效。

土选举机构驳回公投无效请求
多地爆发抗议活动

据新华社圣彼得堡 4月 19
日电 俄罗斯海军首艘 23550 型
多功能破冰巡逻舰“伊万·帕帕
宁”号开工建造仪式 19 日在圣
彼得堡海军上将造船厂举行。

俄罗斯海军总司令科罗廖夫
在当天的仪式上说，该新型破冰

巡逻舰是俄罗斯海军急需的一种舰
型。今年是俄罗斯建设首个浮冰漂
流站“北极－1”80 周年，建造新
型破冰巡逻舰将使俄罗斯北极考察
工作迈出新的一步。他表示，另一
艘同型号破冰巡逻舰“尼古拉·祖
波夫”号也将于近期开始建造。

俄开始建造新型破冰巡逻舰

新华社北京 4 月 20 日电
（记者郁琼源） 经济决定税收，
税收反映经济。记者 20 日从国
家税务总局了解到，今年一季
度，全国税务部门组织税收收入
33317 亿 元 （已 扣 减 出 口 退
税），比上年同期增长11.8％。

“ 一 季 度 税 收 收 入 增 长 较
快，主要是因为与税收关联度较
大的经济指标表现积极，特别是
受 PPI上涨较快带动，这也反映

了宏观经济呈现稳中向好的发展态
势。”税务总局收入规划核算司副
司长郑小英 20 日在一季度税收新
闻通报会上说。

一季度，京津冀地区税收增长
17.1％，比全国平均增幅高 5.3 个
百分点。长江经济带的 11 个省市
中有 7个省市税收增幅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其中互联网服务、软件和
信息技术行业税收分别增长44.8％
和56.6％。

今年一季度

我国税收同比增长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