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宁波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前期物业管理招
标投标领导小组研究决定，高新区东和雅苑项目以公
开招标方式选聘前期物业服务企业。有关事项如下：

一、招标单位：宁波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国有资产
管理与会计核算中心

二、招标项目概况：
（一）名称：东和雅苑
（二）类型：居住用地
（三）位置：东邻东环北路，南隔规划绿地邻规划河

道，西至界牌碶河，北邻江南公路。
（四）总建筑面积：188358.75㎡
三、招标对象：具有三级（含暂三级）及以上物业管

理服务资质的物业服务企业。
四、报名日期及要求：
2017 年 5 月 4 日上午 9：00-10：30（超出时间不予

受理）；10：40，由公证人员监督、招标单位抽签决定不

多于5家物业服务企业竞标。
报名时投标单位携：⑴投标申请书；⑵物业管理资

质证书和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⑶企业概况；⑷拟
派出的项目负责人简历、上岗证书、学历、信用档案等证
明材料，曾以拟定项目经理身份参加前期物业管理招投
标且目前尚任中标项目前期阶段项目经理的，不得再拟
任本项目的项目经理；⑸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的，需
提交授权委托书；⑹本市行政区域外的物业服务企业参
加报名时需提交《外地物业服务企业进甬登记备案表》；
⑺获招标人推荐的需提供招标人出具的推荐书等有关
资料；⑻经现场资格预审合格的投标单位现场提交壹万
元投标保证金。所有复印件材料加盖企业公章。

五、报名地址：宁波国家高新区广贤路 997 号南楼
728室。

联系人：钟女士
联系电话/传真：89289024

宁波国家高新区东和雅苑项目前期物业服务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工程地点：宁波市
2.2招标范围：

（1）宁波市轨道交通4号线工程车辆(含36列
电客车及轨道工程车)监造等服务；

（2）宁波市轨道交通 2号线二期工程车辆(含
18列电客车)监造等服务；

以上内容具体详见招标文件《用户需求书》。
2.3服务期限：

Ⅰ标段：42 个月（2017 年 6 月至 2020 年 12
月），招标人可根据工程实际进展情况调整服务
期限；

Ⅱ标段：37个月（2017年6月至2020年7月），
招标人可根据工程实际进展情况调整服务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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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发的城市
轨道交通专业工程咨询甲级资质；

（2）具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核发的工程监
理综合资质或市政公用工程监理甲级资质；（具
体内容详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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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到
2017 年 5 月 22 日 16 时 00 分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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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

下同）为 2017 年 5 月 25 日 9 时 30 分，地点为宁波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指定开标室（宁波市江东区宁穿
路 1901号市行政服务中心 4楼），具体受理场所安排
详见大厅指示屏。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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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和宁波日报上同时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代理人：宁波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邱隘民营工业区浦港路66号
联系人：蒋工、张工

宁波市轨道交通2号线二期、4号线工程车辆监造等服务招标公告

为配合东胜路 （常关弄-中山东路） 路面改造工程

的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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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决定实施如下交通组织调整：

2017 年 5 月 2 日起 （雨天顺延） 至 2017 年 6 月 5 日

止 （预计），东胜路 （常关弄-中山东路） 禁止机动车

由南往北行驶。受限车辆可通过江东北路绕行。

受交通管制影响的单位和市民请提前安排好工作和

生活，并根据现场交通标志及管理人员指示自觉遵照执

行。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宁波市政工程前期办公室

2017年4月24日

关于东胜路（常关弄-中山东路）
施工期交通组织调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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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博 通讯员徐
益霞 应磊） 前几天，剿灭劣Ⅴ类
水督导员林建国专门到奉化区尚田
镇鸣燕村租了房子，驻村督导河道
淤泥清理等工作。林建国是我市千
名机关干部参与督导剿劣中的一
员。

记者从全市剿灭劣Ⅴ类水督导
工作现场会上获悉，我市从市县两
级机关抽调 1075 名干部组成 14 个
区县 （市） 和园区督导队、154 个
乡镇 （街道） 督导分队，均已下乡
进村，分赴各村 （社） 治水一线开
展为期大半年的剿劣督导，确保剿
劣行动落实到每一个“神经末梢”。

江北区开展了“用脚步丈量河
道”专项督导行动，督导员奔赴河
道一线，对辖区 240条河道及所有
小微水体进行全方位“体检”，细
化河道问题清单，进一步摸清河道

（水体） 家底。鄞州区推出“千言
万语当好宣传员”行动，22 个督
导分队深入镇村治水一线宣传省市
治水政策和剿劣工作要求；同时认
真倾听基层声音，截至目前共梳理
记录了基层群众对“五水共治”工
作的意见和建议 23 条。海曙区对
督导员开展多渠道业务培训，邀请
各乡镇 （街道） 治水负责人及工作
人员对区域内河道水环境现状、治
污截污、老小区雨污分流改造等基
本情况进行讲解。北仑区强化责任
关，专门制定了对督导员的问责机
制，督导区域凡发生隐瞒不报、新
增劣Ⅴ类水或不能按期完成剿劣任
务等问题，视情节轻重予以问责。

千名督导员
剿劣下乡村

本报讯 （记者余建文 镇海
记 者 站赵会营 石全） 昨 天 上
午，位于镇海骆驼工业园区的宁
波昌兴压铸有限公司厂区内，工
人们正忙着挖沟埋管，实施雨污
分流改造。公司负责人江宜隆
说，整个改造费用要花 70 万元，
再一个多月就可完成，厂区生活
污水接入市政污水管网，“全镇海
的工业区在轰轰烈烈搞治水截
污，作为台资企业，同样要积极
有为，争当‘零直排区’的建设
先锋。”

昨天，镇海区统一战线发出

动员令，号召集合各界的力量和
智慧，全面服务剿灭劣Ⅴ类水工
作，聚力建设名城名都。镇海区
工商联向全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
发出倡议，发扬主人翁精神，撸
起袖子加油干，激浊扬清，争当
剿灭劣Ⅴ类水的宣传员、践行者
和监督员，让自觉治水成为企业
新文化。

在倡议活动仪式上，来自区
内非公企业、民主党派基层组织
以及统战系统志愿者等百余人逐
一在宣传板上签名，立下誓言，
全力打赢剿劣战。

“统战战线有各行各业的优秀
代表，我们要发扬人才库的优
势，联合各届力量积极投身剿劣
攻坚战，合力建设水清岸绿的美
丽镇海。”区统战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镇海已制订相关方案，发动
民主党派、统战团体深入一线查
水情，发扬民主监督作风，为治
水剿劣建言献策，同时号召广大
非公有制企业、侨台资企业一手
抓企业发展、一手抓生态环保，
成为服务名城名都和港口强区品
质之城建设、服务剿灭劣Ⅴ类水
工作的“生力军”。

镇海统一战线集力集智全力剿劣

本报讯 （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徐建军） 宁波市职教中心的电
力机车运用与检修专业，通俗地
说就是电客车司机方向的委培班
首次纳入中考后提前批招生。

市职教中心携手宁波轨道交
通集团有限公司开展“订单式”
人才培养已是第 8 个年头，在过
去的 7 年里，该校招收城市轨道
交通运营管理专业和机电技术应
用 （轨道交通方向）“订单班”
学生 740 人，为宁波轨道交通一
线运营岗位输送了近 200 位毕业

生。今年，宁波轨道交通下达给
学校的订单里除了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管理专业 100 人和机电技术
应 用 （轨 道 交 通 方 向） 50 人
外，新增了电客车司机方向 50
人，这是该公司首次委托宁波
本土学校培养电客车司机岗位专
业人才。据公司运营现状和人才
需求看，司机岗位起薪相对较高。

委培班将采取现代学徒制人
才培养，只招男生，要求无色
盲、色弱、口吃，净身高不低于
165厘米，矫正视力不低于1.0。

市职教中心首次定招
电客车司机方向50人

本报讯 （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龚舰） 记者昨天获悉，省医药
高专协同参与完成的特色浆果采
后保鲜加工关键技术与应用获省
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据悉，在 280 项科技获奖项
目中，宁波市高校、科研院所、
企业主持或参与完成的有 38 项，
涵盖电子信息、新材料、智能制
造、新能源、农业科技、海洋科
技、生命健康等。浙江医药高等
专科学校是唯一一所参与完成科
研项目获得一等奖的在甬高校。

据参与这一项目的浙江医药
高等专科学校食品学院孙金才教
授介绍，项目组研发出了安全配
套材料和高效实用装备，其最终
创新成果可最大程度保持果实品
质，减少腐烂率 30%至 40%，使
物流保鲜期延长2倍至3倍，解决
了浆果产品采后易腐烂的“瓶
颈”问题并成功面向行业推广。

目前，这项成果陆续应用于
省内外 20多家企业、合作社，累
计新增销售额 34.7 亿元，利润 4
亿元。

特色浆果采后保鲜技术攻克
20多家企业新增销售额30多亿元

近日，由慈溪市委组织部、人社局、教育局和总工会联合举办的
“技能之星”大赛开赛，182 名技术能手各展所长。赛场上，选手们分
别按车工、西式面点师、电工、机修钳工、美发师等5个技能项目进行
竞赛。图为比赛现场。 （高莺 周琼 摄）

“技能之星”显身手

本报讯（记者王岚）“这月湖
年年投放鱼苗，这次抽干水开展综
合 整 治 ， 应 该 能 捞 上 来 不 少 鱼
吧？”近日，月湖里的“鱼去哪儿
了”成为百姓关心的话题。记者从
承担月湖水生态综合整治工程的宁
波天河水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了
解到，公司对月湖鱼类开展了捕捞，

但出鱼情况有些出人意料：不仅大
鱼少，而且鱼的总量也不多。

据介绍，月湖排水前，天河公
司专门组织捕鱼队，用“赶拦刺
张”渔法，针对月湖中处于中上层
的大鱼开展捕捞。据了解，所谓

“赶拦刺张”渔法，就是利用多种
渔具，把水中分散的鱼群，赶向预
定的集鱼区，被迫进入张网而被
捕。“我们原本预估能捕个几万公
斤，结果只收获了几百公斤。”天
河公司负责人童宁军说，大鱼包括
85条3.5公斤至4公斤的花鲢，5条

约5公斤的白鲢。
“到湖水排干，也就捕起几百

公斤鱼，主要是河鲫鱼和白鲢鱼、
杂鱼等。”童宁军表示，他们在淤
泥里想寻找一些虾、河鳗、甲鱼等
沉水动物，结果一无所获。“连最
易生长的河蚌，都没有活的，可见
月湖水质环境已经不适合这些生物
的生长了。”

那么，相关部门年年投放的
鱼都到哪里去了呢？对此，宁波
大学环境系教授徐继荣分析，除
了平时被市民钓走的，很大一部

分应该已经死亡。“一般来说，死
鱼尸体会经历下沉，再因受阳光
照射体内受热膨胀上浮，接着体
内气泡破灭又下沉的变化，月湖
很少看到有成批浮起的死鱼，可
以认为是由于水质差，导致死鱼
沉入湖底后无法受热，直接烂在
了淤泥里，这进一步加重了湖水
污染。”徐教授说，从目前月湖淤
泥成分看，富营养化十分严重，
突出表现为氮、磷、有机质含量
高，淤泥本身已成为湖水最大污
染源。

大鱼鲜见 小鱼零落 河鳗甲鱼绝迹

淤泥已成月湖最大污染源

近日，北仑梅山
街道红十字会联合梅
西村开展剿灭劣V类
水专项行动，街道联
村 干 部 、 村 班 子 成
员、党员、村民代表
以及绿岛先锋党员志
愿者等 100 余人参与
了此次行动。
（沈琼云 厉晓杭 摄）

全民
剿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