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2017-2019年度杭州湾跨海大桥

专项工程已经批准实施，项目业主为宁波市杭州
湾大桥发展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源企业自筹，招
标人为宁波市杭州湾大桥发展有限公司。项目已
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设计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
项目概况：2017-2019 年度杭州湾跨海大桥

专项工程，暂时包括A类--杭州湾跨海大桥混凝
土裂缝维修工程，A 类—杭州湾跨海大桥航道桥
附属设施改造，A类--杭州湾跨海大桥钢桥面大
中修，A 类--杭州湾跨海大桥伸缩缝大中修，A
类--杭州湾跨海大桥桥面维修及性能提升，A
类-杭州湾跨海大桥钢结构防腐涂装工程，A类-
杭州湾跨海大桥监控改造工程项目。Ⅰ标段招标
控制价945100元，Ⅱ标段招标控制价1923500元。

招标范围：合同范围内所有专项工程设计服
务（包括桥梁工程、服务设施维护、交通工程等工
程内容，以实际工程为准）

服务期限：3年（从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具
体项目设计要求及完成时间节点等与实施或需
求部门协商确定。

标段划分：本工程分为2个标段，其中Ⅰ标段
包括 A 类--杭州湾跨海大桥混凝土裂缝维修工
程和A类—杭州湾跨海大桥航道桥附属设施改造
的设计服务；Ⅱ标段包括A类--杭州湾跨海大桥
钢桥面大中修，A类--杭州湾跨海大桥伸缩缝大
中修，A类--杭州湾跨海大桥桥面维修及性能提
升和 A 类-杭州湾跨海大桥钢结构防腐涂装工
程，A 类-杭州湾跨海大桥监控改造工程项目的
设计服务。投标人可同时参加2个标段的投标，并

允许同时中标 2 个标段。新增工程的设计根据结
构划分需要，由招标人在2个标段中标人中确定。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投标人须具备公路行业甲级设计资质或

公路行业（公路）专业甲级设计资质或公路行业
（特大桥梁）专业甲级设计资质或工程设计综合
甲级资质的独立法人企业，并在人员、设备、资金
等方面具有提供相应服务的能力。

设计单位应列入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
息管理系统中设计资质企业名录，且单位名称与
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的名录
相符。对于未进入名录或名称与名录不符的投标
人，不得通过资格审查。

投标人业绩要求：自2012年1月1日以来（时
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承接过高速公路桥梁的
改扩建或大中修或新建工程设计项目。

项目负责人资格要求：具备桥梁相关专业高
级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

3.2 截止开标日之前投标人须在宁波市交通
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完成基础信用信息
录入并经审核通过，且在宁波市交通建设市场信
用信息管理系统最新公布的勘察设计信用评价
等级在B级及以上。（具体按照关于印发宁波市交
通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办法（试行）和宁波市
交通建设市场信用评价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甬交建【2014】313号）执行。以开标当天，宁波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市交通委信用信息查询”获得
的评级信息为准。）

3.3 列入“黑名单”的单位和个人受到限制当
事人资质、资格等方面的行政处理决定且处在处
罚期的，限制其参与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活动；
列入“黑名单”管理范围的其他行政处理决定，限
制其参与投标。（具体按照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黑名单”管理办法的
通知（甬政发【2014】119号）执行。）

3.4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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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
应在 2017 年 5 月 10 日 17:00（以招标代理人签收
时间为准）之前，将招标文件最后一页《行贿记录
查询申请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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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及拟派
项目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已办理五证合一的单
位无需提交组织机构代码证）交至（或快递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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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招标（资格预审）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7 年 4 月 21

日至5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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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d-
ding.gov.cn）自行下载招标文件。超出上述规定期
限的，招标人将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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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如有补充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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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自行下载相关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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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标文件网上下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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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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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15000元整
形式：采用银行电汇、银行汇票或银行保函中任

意一种形式。
（1）若采用银行电汇或银行汇票形式：投标人应

在 2017 年 5 月 9 日 16：00 时前（北京时间，以资金到
账时间为准），投标保证金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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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6166921079

采用银行电汇、银行汇票形式的需在投标文件

中提供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复印件。
（2）若采用银行保函形式：银行保函应由投标人

开立的基本账户的银行出具，银行保函应采用招标
文件提供的格式（格式详见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
且应在投标有效期后 30天内保持有效，招标人如按
规定延长了投标有效期的，则投标保证金的有效期
也应相应延长。采用银行保函形式的须在投标文件
中提供银行保函的复印件，原件在投标截止时间前
交给招标人。

5.2温馨提示：汇（转）款时，不要采用“宁波同城
实时清算系统”转账方式。

6.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6.1投标文件提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

同)为2017年5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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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房间安排详见当日公告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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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公告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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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bidding.gov.cn）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杭州湾大桥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工 电话：0574-23679702
招标代理：宁波德威工程造价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
地址：宁波市星海南路100号华商大厦六楼
联系人：陈聪枭、谢钧辉、秦元根
电 话 ：0574- 87686774，87684740，87686672，

13967827739，15067343400
传真：0574-87186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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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徐百弟证号为浙

B0422011000137 的建筑施

工升降机司机证书 1本，声

明作废。

浙江腾升建设有限公司

遗失普及国际货运代
理（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
公司正本提单（三正三副）
一 份 ，船 名 航 次 ：MOL-
TRIUMPH/001W，
提 单 号 ：
TXG61HAM700605，箱号：
CXDU1271348，声明作废。
恒力威五金工业有限公司

遗失浙B0412011000129
的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
证，声明作废。 戎胜

遗失药品经营质量管
理规范认证证书壹本，编号
为 C-ZJ- 15- 02- 0194,有
效期至 2020 年 4 月 27 日，
声明作废。

余姚市济世堂大药房

遗失顺翔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正本海运提单一份，

提单号：COSU6146128120,

船名/航次：COSCOYAN-

TIAN/V.070W，声明作废。

宁波联合港兴物流有

限公司

遗失契证，地址：镇海
区骆驼街道华丰星城 44号
204 室 ， 契 证 号 ：
33021100200700194，声 明
作废。

马陈雷
遗失正本海运提单一

份 ， 提 单 号 ： AP-
LU069846636， 船 名 ：
NEW YORK EX-
PRES，航次：020W10，卸货
港 ：SOUTHAMPTON，声
明作废。

义乌市雅誉进出口有
限公司

遗失大书院巷 36 号拆
迁直接安置协议及拆迁补
偿资金核算单各一份，协议
编号：10014-6-209，声明
作废。 李宝珠

遗失购买海南省琼海
市御河。观景台第 10 幢 B
单元 1403 号房收据一张，
金额：4601元，声明作废。

王颖芳
遗失宁波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海曙分局于 2010 年
10月 10日核发的市场名称
登记证正本一本，工商市字
3302031088号，声明作废。

宁波海曙鑫源新街服
装百货市场

遗失财务章一枚（号
码：3302050084072），法人
章一枚（法人：万培燕），声
明作废。

宁波迪亚工业设备有
限公司

遗失船舶营业运输证，
编 号 ：浙 SJ（2015）06—
20006，声明作废。
象山明福航运有限公司

遗失浙江省出生医学
证明，号：O330061831，声
明作废。

葛斐斐
遗失慈溪海卫医院公

章 一 枚 ， 号 码 ：

3302820048302，声明作废。

慈溪海卫医院

遗失宁波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宁海分局于 2011 年

7 月 29 日核发的个体工商

户营业执照副本一份，注册

号：330226601010684，声明

作废。 章小生
遗失国家直管公房租

赁合同一份，租赁证号码：
0800380007，地址：西河街
106 号 202 室，声明作废。

陆银国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证
号 ：Q330095933，声 明 作
废。 袁玉瑶

遗失浙江省出生医学
证 明 一 份 ， 号 码 ：
G330105015，声明作废。

龙天乐
遗失浙江省医疗住院

收 费 票 据 ， 票 号 ：
1655904420， 金 额 ：
20255.07，声明作废。

杜林
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

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证
号 ：75886229- 6，声 明 作
废。 宁波市江北海港物
流有限公司

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壹份，号码：33020010025652，
声明作废。 徐伟平

遗失正本海运提单一
份 ， 提 单 号 ： AP-
LU069846636， 船 名 ：
NEW YORK EX-
PRES，航次：020W10，卸货
港 ：SOUTHAMPTON，声
明作废。义乌市雅誉进出口
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经股东决定，注销本公

司，同时成立清算小组，并

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

手续，特此公告。

宁波市雅冠保洁服务

有限公司

遗失启事

公告启事

接待处接待处：：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901号宁波日报广告部
时间时间：：周一至周五 上午９00—1100 下午1400—1700

下列日报发行部均可受理
永寿发行站 永寿街2—8号 87279392
白杨发行站 白杨街28-1号 87146844
青林湾发行站 青林湾街1号 87037910
民安发行站 民安路248号 87373235
春晓发行站 育兴街27号 87929465
慈城发行站 竺巷东路33号 87591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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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青
宁海记者站 陈云松 蒋攀

昨天，海峡两岸纪念潘天寿诞
辰 120周年大师故里系列活动在宁
海开幕，来自海峡两岸的文化、教
育界学者和潘天寿弟子齐聚一堂，
共同缅怀大师风采，追随大师足
迹。

与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并
称近现代中国画四大家的潘天寿，
终其一生都在探索中国画“传统出
新”之路，即从传统自身和时代感
应中追寻中国画的发展之路。他是
杰出的中国画艺术大师和现代中国
画教学的重要奠基人，同时在两岸
美术界有着深远的影响和认同，滋
养与丰富了一代代中国美术发展的
新生力量。

继承先生“强其骨”
的民族精神

潘天寿生前曾表示：“每一个
国家民族，都应有自己独立的文
艺，以为国家民族的光辉。民族绘
画的发展，对培养民族独立、民族
自尊的高尚观念，是有重要意义
的。”

潘天寿之子潘公凯认为，在上
世纪四五十年代，潘老先生捍卫中
国民族绘画的独立性和独特性，立
足于对中国文化、中国画传统的深
入理解，“这不仅仅是爱好，而是
在传统中真正深入进去以后，看到
了传统的世界价值和未来学价值，
他把中国的绘画系统和西方的绘画
系统看成是两座高峰，一直主张世
界的绘画之所以那么多彩，因为有
着两大体系的不同。”

中国美院副院长王赞在开幕式
上说，潘天寿将文人画的价值体系
与标准以及文人的诗书画印的民族
绘画修养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地。

“他是人物、山水、花鸟三科全能
画家。他的指墨绘画极大地丰富了
笔墨的审美内涵，笔法上的另类意
向加上题材的全新创造，形成潘天
寿不同于吴昌硕、齐白石写意花鸟
画的境界，大尺寸、新题材、独指
墨，是传统文人画很少涉及的范
围，创新决定了潘天寿艺术创作的
民族高峰。进入 21 世纪全球化时
代，我们要继承潘天寿‘强其骨’
的民族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民族
精神的指引下，以全新的创造进入
新的历史时期。”

三大展览展现大师风采

作为活动重头戏之一，“潘天
寿宁海珍藏作品展”“潘天寿美术
教育文献展”“潘天寿书画作品赏
析展”三大展览昨日在宁海县潘天
寿书画陈列馆和宁海县文联开展，
观众不仅能一次性看到 32 幅大师
真迹，了解潘天寿的艺术成就，还
能从中深刻理解他对中国美术教育
所作出的独特贡献。

“潘天寿宁海珍藏作品展”的
32 幅大师真迹中，最引人注目的
是 《耕罢图》，这是一件重量级国
宝。据悉，潘天寿存世的画牛作品
有三件，一件是 《夏塘水牛图》，
现存于杭州的潘天寿纪念馆；另外
一件 《耕罢图》 10 年前就以 1176
万元的高价被一藏家拍走，潘天寿
类似尺寸的一张作品两年前拍出了
2.79亿元。

宁海珍藏的这幅《耕罢图》为

潘天寿 1949 年所作，尺寸最大，
并且是三幅中唯一用指墨绘就的作
品。图中，一头刚刚耕作完在休息
的牛，身体像一座山一般横在画面
上，给人带来心灵的震撼，气势宏
大，潘天寿于 1962 年将此画捐赠
给宁海县政府。

《南溪花石图》《行书南溪温泉
口占》 是 1962 年潘天寿以全国人
大代表身份来宁海视察时所作，家
乡的兰竹、温泉，成为大师寄托爱
乡情怀的绘画题材。

相比于画家，潘天寿更认同自
己身为教育家的身份，他说：我这
一辈子是个教书匠，画画只是副
业。1923 年，潘天寿任教于上海
美专，和诸闻韵一起开创中国第一
个中国画系，开始了他的美术教育
生涯。1928 年应杭州国立艺术院
之聘，任中国画专任教授，从此与
这所学校未曾分离。作为 20 世纪
中国画的教育大师，潘天寿毕生致
力于中国画独立教学体系的建构和
完善。他提出中国画分科教学、首
创书法篆刻专业、设置传统诗词等
课程，他的教学思想和主张，深刻
影响到中国画现代教育的发展进
程。“潘天寿美术教育文献展”详
细地展示了潘天寿一生从受教育者
向教育者身份的转变，并从侧面反
映出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背景下
中国画的发展和变化。通过对文献
资料的合理编排，视觉化呈现潘天
寿美术教育的发展轨迹和核心思
想。

“潘天寿书画作品赏析展”分
别从笔墨、构图、境界三个方面，
以他的理念代表作为例，解读分析
其作品特色和艺术成就，从而使观
众理解中国画的表现技法，掌握欣

赏中国画的基本门径，并领悟中国
画所独具的境界和格调。

书画同源追随大师足迹

在潘天寿故居所在地宁海冠
庄，村民们以当地特色非遗项目

“冠庄船灯”欢迎前来的海峡两岸
潘天寿弟子代表、专家学者等。

潘公凯在活动现场接受记者采
访时介绍：“潘老先生培养的弟子
遍及海峡两岸。1949 年的时候，
杭州国立艺专的学生有 70 多人去
了台湾，他们后来成了台湾地区美
术界最基础的班底和中流砥柱，一
代一代培养了很多学生。这次来参
加活动的 20 多位属于潘老先生学
生的学生，因此这个聚会非常有意
义，他们也从来没有来看过潘老先
生的故居，都很兴奋，很激动，我
也很高兴。”

台 北 故 宫 前 副 院 长 李 霖 灿
1938 年毕业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
学校，是潘天寿的学生。他的儿子
李在中不远万里从加拿大赶来宁海
参加纪念活动，他把父亲珍藏的两
幅扇面高仿品赠送给了潘天寿故
居。这两幅扇面一幅是书法，一幅
是兰竹图《潇湘烟雨》。

李在中说：“这两件是潘天寿
先生 1937 年的作品，送给了我父
亲。我父亲漂泊西南天地多年，这
两幅扇面一直带在身上，感情非常
深。此次我特别到台北故宫做高仿
的一家印刷厂，请他们完全按照原
件扫描印出来。”

当天，还举行了“尺幅千里，
两岸一家”共话传承书画雅集活
动，共同缅怀师生情谊，共创花鸟
长卷。

缅怀大师风采 追随大师足迹
——海峡两岸纪念潘天寿诞辰120周年活动侧记

本报讯 （记者崔小明 通讯
员陈敏健 应剑涛） 昨天，“一人
一艺”全民艺术普及工程“与春
共舞”插花艺术展示活动在中国
电信宁波分公司举行，50 余名插
花爱好者参加了这次活动。

昨日中午，中国电信宁波分
公司的阶梯教室里济济一堂，该
公司 50多名插花爱好者在这里学
习插花艺术。每名学员领到一个
桶形的插花底座和一束散装的
花，有紫色的雏菊、淡绿色的康
乃馨、粉色的玫瑰。“插花有一个
原则，花冠大的放下面，花冠小
的放上面，颜色浅的放上面，颜
色深的放下面。”给大家讲解辅导
的 是 文 化 馆 聘 请 的 来 自 宁 波
SUNKISS明星花艺的团队。团队
负责人阳光在讲台上一边演示，
一边解释。学员们饶有兴致地一
边听讲，一边插花。“我喜欢插
花，因为可以美化环境，装点生
活，这次能与专业的老师学习，
机会非常难得。”坐在记者旁边的

一名职工告诉记者。进行到一半
时，很多学员发现自己插的花稀
稀拉拉。指导老师发现了问题所
在，说：“大家把花枝插得太高
了，花冠面积大，看上去不紧凑，可
以把花枝插深一点，这个问题就解
决了。”大家恍然大悟，纷纷推倒重
来。过了一会儿，指导老师走到学
员中间，手把手教，“除了颜色要错
位搭配，高矮也要搭配好，前低后
高，这样花冠面就有层次感。”大家
在老师的指导下，不断改进。不一
会儿，一盆盆色彩鲜艳、层次分明
的鲜花就呈现在大家面前。学员
们非常高兴，惊叹一双手可以将
插花艺术展现得这么美。

市文化馆有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普及插花艺术是“一人一
艺”全民艺术普及的重要内容，
可以培养人们认识美、体验美、
感受美、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
力。据了解，“与春共舞”插花艺
术展示活动此前先后在大步里院
和文广新局举办。

“与春共舞”插花艺术
展示活动举行

图为指导老师在现场指导。 （崔小明 摄）

本报讯 （记 者南华 通 讯
员戴云华） 记者昨日从市文广新
局获悉，由市文广新局与市广播
电台联合主办的广播文化类节目

《听见》，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各种
文化现象、文化活动和文化讯
息，自 2016 年 2 月开播以来，听
众反响热烈，目前收听率居同时
段前列。

据市文广新局介绍，《听见》
节目旨在摈弃都市喧嚣，寻找文
化归属，挖掘本土文化，提升宁
波城市形象。开播一年多来，由
晓云主播，紧密结合宁波各大文
化盛事，分城市脉动、城市对

话、听见非遗三大节目板块，为
听者娓娓道来宁波城市每天发生
的最新的文化动态资讯、文化人
物访谈、非遗文化花絮等。至
今，已播出 《精品电影推介解
析》《阿拉电影节惠民活动》《民
光影院八十五岁庆生》 等专题、
专场几百期。

此外，该节目的嘉宾访谈栏
目，已邀请了宁波影视大师、动
漫专家、作家、音乐家、设计
师、越剧表演大家等 200 多位名
人受访，开设了 《贺秋帆的音乐
世界》《鸿堃的闲情时光》《范江
的美学课堂》等文化特别专栏。

广播文化类节目《听见》广受好评

本报讯（记者姬联锋） 记者昨
天从宁波市围棋协会获悉，上个月
底组建的宁波围棋俱乐部已经完成
了“招兵买马”，主教练为职业七
段檀啸，队员包括王雷、张维、杨
冬、苏广悦等人，在各俱乐部队
中，阵容可谓“豪华”。城市围棋
联赛的揭幕战将于 6 月 24 日举行，
宁波俱乐部队的第一个主场比赛的
对手是桂林队，比赛将于 7 月 1 日
举行。

出生于 1993 年的檀啸是“90
后”棋手中的佼佼者。2011 年，
檀啸正式拜聂卫平为师，成长迅
速，是第十三届“农心杯”三国围
棋 擂 台 赛 冠 军 成 员 ， 在 2012 年

“永城杯”中国围棋名人战中获得
“名人”称号，曾多次获得全国围
棋公开赛冠军。在去年年底的“春
兰杯”围棋赛中，檀啸首次打进决
赛。今年 4 月 19 日，第 14 届倡棋
杯本赛开赛，首轮檀啸击败首次打

入本赛的新锐许嘉阳五段，晋升八
段，目前他已在这项比赛中晋级四
强。担任宁波围棋俱乐部队主教练
的檀啸，还可以在季后赛中作为队
员上场。

根据规程，宁波队可以注册登
记12名棋手，其中必须包括1名本
省棋手、1 名业余棋手和 1 名女棋
手。宁波市段位最高的职业棋手王
亦民七段和业余顶尖高手包家恩六
段，将作为本土代表参赛。加盟宁

波围棋俱乐部队的还有等级分排名
第 72 位的职业六段王雷、职业四
段伊凌涛和业余围棋六段苏广悦。

宁波围棋俱乐部队的两名女队
员分别是贾罡璐和汪雨博。贾罡璐
出生于 1995 年，是职业二段棋手，
曾获 2015 年全国围棋锦标赛女子
组季军等成绩；汪雨博是宁波人，出
生于 1996年，2015年获全国个人赛
第二名，2016年升为职业二段。

城市围棋联赛是由民间组织城
市围棋联盟主办的一项比赛，创办
于 2015 年，今年有 32 支队伍参赛，
其中浙江有 3 个俱乐部组队参加，
分别是杭州、宁波和衢州。今年城市
联赛的 32 个队分为 4 组打常规赛，
根据抽签结果，宁波队分在A组，同
组对手有北京、天津、广州、长沙、桂
林、台北和泰国曼谷7个队。

宁波围棋俱乐部队阵容确定
六月份开始征战城市围棋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