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招标条件
本项目宁波市轨道交通5号线一期工程已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16】275 号文批准建设，项目招标人为宁波
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自筹，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本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工程估价：TJ5111约1.41亿元、TJ5112约2.82亿元
2.2工程地点：浙江省宁波市
2.3工程规模：具体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2.4招标范围：具体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2.5计划工期和施工服务期限

（1）计划工期：具体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2）施工服务期限：具体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2.6质量要求：具体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下列条件之一：
①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核发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及以

上资质；
②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核发的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

及以上资质；
以上资质不含临时资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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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7 年 4 月 14 日到 2017 年 5 月 10 日 16

时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下载招标文件。
4.2招标文件质疑截止时间：2017年4月19日12时前（北京时间）
4.3招标文件下载费用300元，售后不退。
5.投标保证金
5.1投标保证金的金额：每标段不少于人民币80万元整。
5.2投标保证金的形式：采用银行汇票、银行电汇、投标保证金保险或

银行保函中的任一种形式。具体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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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

日9时30分，地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指定开标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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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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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和宁波日报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人：中冠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炉丹 电话：0574-89086898

宁波市轨道交通5号线一期土建工程TJ5111、TJ5112标段施工招标公告
（交易登记号：17GC060064、17GC060065）

华东城电子区
华东城电子区经营产品涵盖IC集成电路

芯片、二三极管、可控硅、电阻、电容、电

感、电线、线束、接插件、继电器、IGBT、

MOS管、机箱、电源、焊锡材料等电子元器

件及仪器仪表、工具、灯具、安防等相关产

品，欢迎惠顾！

地址：宁波市新天路555号

（宁穿路与世纪大道交汇处）

电话：87805777

位于药行街、碶闸街，沿街一、二层商

铺，面积 123-721平方米 （一楼层高 6.6米,二

楼层高 5.4 米）。本商铺位置佳，非常适合经

营银行、通讯、医药、美容健身等商业项

目。欢迎实地看房，价格面议。

联系电话：

87323666 13071979607 许先生

天一广场旁
商铺业主直租

中国电信是具有百年历史的传统电信运营商，也是
第一个提出“转型”发展战略的运营商。中国电信不仅承
接了百年传统的企业文化，同时还适时而变引进领先的
管理模式与服务理念，并实现了网络引领、服务领先、资
费实惠的三大优势：

一、领先网络，打造实力品牌

宁波“智慧城市”发展战略，引领宁波的通信业走在
全国领先。2006 年起，宁波电信新建的机房逐渐由程控
交换机向光网转型；2011 年，宁波开始大规模 FTTH 光
网建设；2012 年起宁波电信着手程控交换设备退网；
2016 年 5 月率先于全省实现全光城市。宁波电信公司
运维部俞驰广介绍，随着客户端电话、电脑等不断简
化，对运营商的网络安全性、稳定性要求越来越高，尤其
是云技术的应用，人们的工作、生活直接连接云端，对网
络与云存储的依赖将不断加大，对网络的拥塞与时延实
现零容忍。而现在的光网络不仅能承载语音、宽带和网络
电视等业务，还具备大容量、高速率、低延时优势，完全符
合智慧应用与服务的需求。去年杭州的G20保障、宁波的
国际马拉松保障等，都是基于中国电信“千兆智联”的光网

络基础。光网时代将为智慧生活开启新的篇章。
中国电信早在 2011 年率先启动“宽带中国·光网城

市”工程，“十二五”期间，宁波电信共计投资约30亿元用
于光纤改造、接入和互联网出口带宽的扩容升级，网络能
力处于全国领先。宁波电信公司郭百其总经理表示：目
前，宁波电信的光纤覆盖率达到 99.5%，互联网出口带宽
达到 4T，宁波电信的网络能力已经从“快时代”走向“更
快更智能的光时代”。宁波电信不仅为政府、企事业单位
等提供更加安全、保密、稳定、快速的网络保障服务，同时
也将为宁波百姓的日常生活开启更加智能的应用服务。
包括家庭智能组网、家庭云、天翼想家业务、多方视频通
话、高清 4K 网络电视、天翼智能网关等不久将走进百姓
家庭，使智慧家庭融入每个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回家之前空调已经打开、热水已经可用、饭已经煮
熟、要买的菜已经送到、下雨了窗户自动关上；上班能随
时监控家里的情况，尤其是老人的生活起居等。这样的生
活你不想要吗？“千兆智联”的光网时代，宁波电信将为你
开启智慧服务新生活。

去年，宁波电信为接应中国电信集团 3.0转型战略，
率先提出“甬进 T 时代，千兆进家庭”目标，目前，全市光
纤覆盖率 99.5%以上，出口带宽达到 4T，领先其他运营
商，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同时还实现“三个百兆”，即宽
带百兆、4G百兆和 WIFI百兆，尤其是百兆 WIFI的免费
试用，更为家庭上网及智慧应用带来极大便利。去年，
宁波电信率先实现程控交换机退网，固定电话传统的铜
缆与程控交换机接入模式，全面改为光纤接入，IP形式
输送。语音传输的速度更快、声音更加清晰，保密性更
强了，且为后续的视频电话、智慧应用及天翼想家业务
的发展打下了领先的网络基础。

二、优质服务，专业的装维队伍

目前，宁波电信有 1200 多名装维人员，平均年龄
31 岁左右，全部具有“智慧家庭工程师”上岗证。近
年来，还推出网格化、承包式服务模式，每个区域配备
1-2名装维人员，专门为网格内的客户服务，并加大客
户投诉的考核力度。同时还推出十项服务承诺，对固定
电话安装维修实行 48 小时内修障服务，对固定电话与
宽带同时安装的新客户基本实现当天受理、当天安装，
最迟不超过48小时。

三、实惠资费，融合套餐共享用

中国电信的固定电话除了网络、技术与服务优势外，
资费优势也十分凸显，种类多、价格低廉。目前，除了单装
固定电话实行标准资费外，如果选择融合套餐，即固话+
天翼手机+天翼网络电视“三融合”的套餐，免月租费、免
来电显示，还共享套餐内通话时长。包月套餐费用选择越
高，共享的通话时长就越长。可以说，中国电信的固定电
话通话资费是所有通信服务中最便宜的资费标准。

中国电信固定电话系列报道之三：

装固定电话
——首选百年历史的中国电信

技术人员在程控电话机房工作。

为确保宝天线（童一至天童段）路面大修工程施工顺
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的
有关规定，决定自2017年4月27日至2017年9月31日，对
宝天线（童一至天童段）实施封道施工，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交通管制措施
000—2400，禁止一切车辆在宝天线（童一至天童段）

通行：沿线村庄居民、单位车辆不受交通管制影响。
二、绕行线路
受限车辆可通过宝天线-宝瞻公路-韩天线-宝天线

绕行。
三、公交线路临时改道，具体调整如下：

（一）162路、173路、171路上三塘班运营至宝瞻公路宝
天线路口后双向临时改走宝瞻公路、韩天线、韩天线宝天
线口后恢复原线运营，临时双向增设童一、三场站点，临时
双向撤销部分宝天线走向及童一村、天童菜场、天童村站
点。

（二）172路运营至宝瞻公路宝天线路口后双向临时改
走宝瞻公路至宝瞻公路韩天线口后按原线运营，临时双向
增设童一、三场站点，临时双向撤销宝天线走向及童一村、
天童菜场、天童村站点。

（三）171-1路运营至宝瞻公路宝天线路口后双向临时
改走宝瞻公路、宝瞻公路韩天线口后恢复原线运营至周家
岙，临时双向增设童一、三场站点，临时双向撤销宝天线走
向及童一村、天童菜场、天童村、岭下站点。

受交通管制影响的单位和市民请提前安排好工作和生
活，选择好出行路线，并根据现场交通标志、标线指示自觉遵
照执行。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

特此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宁波市公共交通客运管理局
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人民政府

2017年4月19日

关于宝天线（童一至天童段）施工封道公告
（2017年第2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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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樊 曦

经济增长 6.9%，超出市场预
期；城镇新增就业 334 万人，规
模继续扩大；全国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到 7184 元，增长 7.0%,

“跑赢”GDP 增幅……一季度，
中国的发展“成绩单”令人瞩
目，反映了经济与民生相辅相
成、齐头并进的生动景象。从中
可以看出，抓好民生工程，能促
进更高质量的发展。

2017 年以来，各地一系列和
民生相关的重大工程纷纷开工。一
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
达到 21%，保障民生成为重点领
域：教育、社会和就业、医疗卫生与
计划生育、住房保障等支出增长迅
速。以就业为例，3 月末 31 个大城
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低于 5%，处于
较低水平，市场就业环境整体较
好。宏观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
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

新的经济增长点蕴含在民生
工程之中。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
设，以民生需求为着眼点，解决
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
题，有利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有利于创造新的增长点，有
利于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民生与发展，犹如一枚硬币
的两面。没有经济发展，就没有
民生改善；没有民生改善，经济
发展也难以持续。当下，经济发
展虽然稳步向好，但也存在不确
定的因素，要警惕“唯 GDP”论
和忽视民生投入的做法，要把有
限的财政资金向民生领域倾斜。
要以人民为中心，着力解决人民
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民生难
题，突出重点，持之以恒。民生
难题解决好了，公共服务改善
了，就可以释放出更多有效需求。

抓民生，促发展。在民生需
求中寻找发展动力，是中国经济
保持稳中求进的重要途径之一。
2017 年是落实“十三五”规划的
关键一年，要发展好民生和社会
事业，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目标凝聚起澎湃的动力。

（新华社北京4月19日电）

抓好民生工程,促进更高质量的发展

李 记

4月17日，湖北省 《省教育厅
等九部门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
暴力的实施意见》印发，要求“防
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其中明
确提出，对屡教不改、多次实施欺
凌和暴力的学生，必要时转入专门
学校就读。记者从湖北省教育厅基
础 教 育 处 获 悉 ， 所 谓 “ 专 门 学
校”，即指曾经的“工读学校”，在
满足九年义务教育的同时，对在校
学生实施重点看护 （4月20日 《新
京报》）。

一段时间以来，为建立防控校
园欺凌的有效机制，从教育部到各
级各地，再到各个学校，都在密织
网络、防患未然。“防治中小学生
欺凌和暴力”，严管严惩，“对情节

恶劣、手段残忍、后果严重的必须
坚决依法惩处”，非常重要；未雨
绸缪，“建立防控校园欺凌的有效
机制，及早发现、干预和制止欺
凌、暴力行为”，同样重要。

作为未雨绸缪的重要一环，湖
北省试行的对“屡教不改、多次实
施欺凌和暴力的学生，必要时转入
专门学校就读”，是一个很好的尝
试。

根据这一 《意见》，针对校园
暴力欺凌者，情节较重的，“公安
机关应参与警示教育”；对构成违
法犯罪的学生，将依据相关法律予
以处置。同时明确，所谓“必要时
转入专门学校就读”的孩子，是指

“从普通的中小学退学、被开除，
或者被学校认为不宜留校学习，但
不足以送少年管教所，且尚未完成

义务教育”的。
也就是说，对这部分校园暴力

欺凌者，并不是滥用惩戒。从报道
中可知，未成年人入读工读学校，
不属于行政处分或刑罚的范围；同
时，对于多次有校园暴力行为的施
暴者，经学校教育无效后，在本
人、学校及家长三方同意后，方可
转入专门学校就读；还有，按照相
关专家的说法，根据学生在工读学
校的表现情况，教育部门可作出送
回原学校、转校、安置就业等处理
方式——转入专门学校就读，同样
也能转出。

最为关键的是，作为防治中小
学生欺凌和暴力“未雨绸缪”的重
要一环，对“屡教不改、多次实施
欺凌和暴力的学生”，“必要时转入
专门学校就读”，更多是一种警

醒。这样的规定，是在警醒家长和
孩子：不要认为屡屡实施校园欺凌
和暴力情节不太严重、没有构成违
法犯罪，便可以肆无忌惮，拒不悔
改。

当然，为免除家长和孩子的后
顾之忧，一方面，相关实施细则应
尽早出台，普通学校在校生转入专
门学校，本人、学校及家长均同意
的“三同意原则”，必须严格遵
循，以最大限度地保障未成年人权
益——万万不可认为校园暴力欺凌
者屡教不改便“无可救药”。另一
方面，面对不少专门学校教学环
境、师资力量、教学质量不容乐观
的事实，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应进一
步加大宣传、增加投入，让这些专
门学校也能成为校园暴力欺凌者健
康成长的重要教育机构。

让校园欺凌者转“专门学校”可以一试

据 4月 19日《人民日报》报
道：披着算卦、占卜的外衣，假借
自己供奉神仙可以治病、祈福和
保佑之名，山东省临朐县辛寨镇
南流村村民付某某，利用部分群
众病急乱投医和迷信鬼神的心
理，开设所谓的“神仙银行”，让群
众把钱存入该“银行”，并许诺这
样不仅能治病保平安，还可赚大
钱，以此行非法集资之实，非法吸
收存款1300余万元。

非法集资不简单，
请出神仙做代言。
得利还能保平安？
一去不回血汗钱！

乡间迷信仍泛滥，
农村金融少监管。
正规理财实在少，
骗人把戏轻松演。

郑晓华 文 盖桂保 绘

据 4 月 20 日 《河南法制
报》报道：秦某发现农田附近的
山 坡 上 长 着 类 似 兰 草 的 “ 野
草”，顺手采了 3 株，没想到竟
是国家重点保护植物蕙兰，结果
被河南省卢氏县法院以非法采摘
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判处有期徒
刑 3 年，缓刑 3 年，并被处罚金
3000元。

点评：既然这里有属于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蕙兰，有没有将该地
划为重点植物自然保护区？有没有进行相应的科普和普法工作，让附
近的人们知晓采摘蕙兰属于违法行为？秦某的行为构成犯罪无疑，而
当地有关部门也应当承担一些普法不到位的责任。

@瞎子打野：不是真正的农民，农民起码要辨识百草才行哦。
@总觉得哪里不对劲：路边野花不能采。

据 4月 20日《广州日报》报
道：现在不少人在看影视剧之前，
会到豆瓣、时光网等先看看影评和
打分。因此，水军刷流量服务已经
成为影视剧营销环节的一项“标
配”。像热播剧 《三生三世十里桃
花》 创下 309 亿次的全网播放量，
一 天 时 间 内 播 放 量 能 增 加 14 亿
次，意味着 7.6 亿网民都在看剧，
且每人至少两次。

点评：如果单靠水军刷流量，就可以得到“漂亮的数据”来
吸引观众，长此以往，谁还会用心去拍好的影视作品呢？结果必
定是影视作品质量下滑和观众流失的双输局面。影视剧制作方应
清楚，数据造假不是长久之计，只有拍出好作品才能真正赢得观
众的心。

@牙医斯科拉：目前似乎还没有监管手段。
@蛋黄派：现在的数据没什么可信度。

据 4 月 20 日 《厦门日报》
报道：共享单车已逐渐成为不少
市民出行不可或缺的工具。只能
容纳一人骑行的设计，让许多

“带娃党”感到烦恼。近期，不
少网络卖家瞄准了这个商机，卖
起共享单车的附属商品——共享
单车儿童座椅。记者调查发现，
私自加装儿童座椅不仅存在一定
安全隐患，而且还违反了共享单
车的用户协议，出了事故将由用
户自行负责。

点评：私自安装儿童座椅既“损人”又“不利己”：违反了单车
的使用规则，可能使车辆失去公共性，侵犯其他人“共享”单车的权
利；而“绑上”儿童座椅后影响骑行，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孩子很有
可能受到伤害。家长们应长点心，别为了便捷就将安全抛之脑后。

@雅赛：共享单车要考虑这部分人的需求。
@艾什凯勒湖：生产儿童座椅的商家谁去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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