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前，从宁波到舟山需走水
路，要两个小时。

后来，从宁波到舟山是走大
桥，要一个小时。

未来，从宁波到舟山可走铁
路，仅30分钟！

舟山甬舟铁路建设指挥部的正
式挂牌，再次宣示宁波与舟山未来
距离的拉近，200 公里的设计时
速，半个小时就能从宁波到舟山。

然而，甬舟铁路的规划建设，
只是宁波近邻——舟山新区，快速
发展的一个缩影。

江海联运服务中心获批、波音
飞机落地、中国(浙江)自贸试验区
挂牌，一系列的历史新机遇，成为
舟山崛起的有力臂膀，也让舟山有
了更多的投资机会。

舟山未来在普陀，普陀未来还
看鲁家峙。从聚焦到聚集，政府百亿
资金投入，鲁家峙六大利好兑现，外
来投资客正不断大批涌入鲁家峙。

鲁家峙借势升温
璞园再变焦点

面 积 约 3.8 平 方 公 里 的 鲁 家
峙，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东邻著名
朱家尖景区，南面桃花岛等普陀区
附属旅游岛屿，与沈家门仅一桥之
隔，是沈家门渔港小镇建设的重要
部分，以国际生态宜居岛为核心，
成为旅游“金三角”的“总后勤
部”。

百闻不如一见，上周日上午，笔
者来到舟山鲁家峙的银亿璞园售楼
处，果然该售楼处的置业顾问都没
闲着，纷纷忙着为看房客介绍房源。

来自上海的李先生表示：“这
里的区位特别好。我是上海人，我
就认可‘沈家门’这张舟山金名
片，但是沈家门新建小区的选择太
少，城区环境又颇陈旧拥堵，与沈
家门隔海相望的鲁家峙，成了理想
选择。”李先生笑着说，鲁家峙日
新月异的建设开发，未来连通东
港，四通八达的交通，都赋予其宜
居的属性，“很适合度假，沈家门
夜排挡就在对岸，我可以带着家人
朋友海吃一顿。”

像李先生这样忙着在鲁家峙看
房的外地客不在少数，多为投资、
度假用途。有业内人士分析，这种
现象与近一年来，波音飞机落户、
中国 （浙江） 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
离不开关系。“外面都在谈限购，
舟山新区的发展后劲如此显见，肯
定得投资。”来自温州的林先生表
示，他在舟山踩盘已有半个多月，

最终锁定在鲁家峙璞园，“小干岛
和朱家尖，一个要打造成舟山的

‘陆家嘴’，一个更是兼顾旅游和航
空两大国际属性。在这条价值线
上，鲁家峙是中心点，还衔接了沈
家门这股老牌力量。所以我对鲁家
峙的未来非常看好。”

鲁家峙作为普陀开发建设的重
要前沿阵地，政府百亿大手笔投
入，六大利好兑现。东港海底隧
道，开辟第三条交通要道，全线贯
通另一经济重要板块——东港；国

际海文化创意湾区，世界首家以海
钓产业链为核心的海洋休闲运动产
业集聚区；以动力公园为亮点，建
成含室内篮球场、户外运动场、羽
毛球场等综合性的运动场馆……

银亿吹响购房集结号
限时优惠倒计时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福利
房”活动在舟山鲁家峙火爆进行，
首批报名时间截止到4月30日，品
牌房企银亿旗下的璞园、海悦庭两
大品质楼盘专场感恩回馈。读者可
通过电话、现场参与报名看房团，
享活动独家优惠。

“福利房”活动，是 《宁波日
报》联合《舟山日报》发起的品牌
活动。此次本报选择与中国百强房
企，素以品质、服务与口碑著称的
银亿房产联手，推出“福利房”活
动，回馈广大读者。

璞园和海悦庭是银亿布局舟山
的两大人居力作，此次活动推出的
产品类型非常丰富，最低 73 万元
可入住，还有成品装修房源在售。
多层主力户型面积 78㎡-118㎡，
小高层和高层主力户型面积78㎡-
140㎡，另有 230㎡、270㎡现房合院
在售。 （王颖）

紧抓舟山新区契机 最低73万入住黄金地段

本报联合舟山日报推出“福利房”活动
4月25日，这座东钱湖南岸的

千年小镇，发出了第一场艺术邀
请，由韩岭·艺集主办，西泠印社
出版社宁波分社鼎力支持的 2017
书法名家作品邀请展在韩岭花间堂
开幕。

此次邀请展汇聚了十位中青
年书法名家的最新力作，其作品
魅力各具，精彩纷呈。艺术家们
也因为此次展览而汇聚一堂，共
襄艺事。展览从 4 月 25 日起向社
会各界开放，持续展出至五月中
旬。

经历了岁月的积累和沉潜思
考，韩岭呈现出一种含蓄包容的文
化精神和自由多元的美学态度。为
了保护历史文化，传续城市文脉，
以艺术空间为载体，融汇不同领域
的艺术文化，韩岭·艺集应运而
生，以打造东钱湖唯一的跨界文化
交流中心为宗旨，导入新品发布、
音乐 live、设计展览、美学摄影等
多元化形态，使之成为艺术家交流
的展示场，形成文艺聚落、艺术公
社的聚集地。

坐落于东钱湖南岸的千年历史
名地韩岭，也是东钱湖绽放艺术的

地方。由世界级的日本建筑大师隈
研吾主笔匠造——韩岭美术馆，将
成为东钱湖的艺术建筑地标，它是
联结新旧生活的桥梁，更是沟通历
史人文与现代美学的窗口。韩岭美
术馆则与韩岭·艺集，相辅相成，
将一并推动韩岭乃至东钱湖艺术群
落的发展，形成东钱湖艺术思潮的
一股暖流。

一直以来，韩岭的艺术文化氛
围源远流长，有千年市集文化的老
街，也有钟灵毓秀的韩岭十景，名
人辈出人文荟萃。如今的韩岭迎来
了广阔的新舞台，艺术享受与时尚
生活集结于此，中国文化精品酒店
领导者花间堂、澳大利亚高端度假
品牌墅家、人文雅集生活体验馆优
在集宁波新锐设计圈层等文创艺术
品牌纷纷入驻。

此次 2017 书法名家作品邀请
展既是韩岭·艺集的首场活动，
也是韩岭艺术生活的开端。在这
股艺术浪潮中，将会涌现设计、
音 乐 、 时 装 等 各 个 领 域 的 创 作
者，激发艺术狂想，尽显艺术魅
影。

（小韩）

韩岭艺集成立暨2017书法
名家作品邀请展开幕

4月22日，一场关于“豪宅产
品力”的品质鉴赏会在中交·君玺
售楼处拉开帷幕。

本次品质鉴赏会，焦点自然在
中交·君玺的“品质”二字上。在
TED 演讲上，AECOM 主创设计
师 Lukasz、G－ART设计副总监李
伟以及 GRAND 设计总监西卡,分
别对项目之初的设计理念进行了详

细讲解，要打造一座具有代表性的
新亚洲风格建筑。中交 （宁波） 置
业有限公司一位负责人则为现场来
宾详细阐述了项目在品牌、地段、
大师、产品、户型、精装、物管 7

个方面的全面升级，并对户型尺
度、设备用材、精装品牌等大家关
心的问题进行解析。

据了解，中交地产是出自世界
500强中交 top系作品，携手驰名国

际 的 设 计 翘 楚 GRAND、 AE-
COM、G-ART 联袂打造，融汇东
方优雅与西方简约的新亚洲风格，
楼 栋 外 观 隽 秀 挺 拔 、 线 条 简 洁 硬
朗、色调内敛沉稳，一派经典奢华
的气质。它的建筑面积 120 至 185平
方米奢装宽洋房，为购房者提供新选
择。

（君然）

中交君玺品质鉴赏会举行

海曙区高桥镇峰锦丽庭安置房已具备交付条件，

为公正、公平、公开有序地做好安置房交付工作，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安置对象：高桥镇轻轨一号线及甬梁线改造

工程、甬金连接线工程涉及原申报未安置的高峰村、

部分高桥村和部分高桥社区被拆迁户。

二、抽签时间：2017 年 5 月 20 日，上午 630 开

始，截至当天抽签结束。

三、抽签地点：高桥镇中心小学 （高桥镇新丰路）

四、本次抽签凭本人身份证和抽签分房通知，因

场地有限，每套房屋每次入场只限一人，入场时请随

带被拆迁人身份证原件和抽签分房通知；如委托他人

代理，除上述资料外，还需随带分房抽签委托书和受

托人身份证原件。

五、被拆迁人本人或受委托人凭随带证件进场

后，应听从工作人员安排，自觉遵守并共同维护现场

秩序。

六、被拆迁人本人或受委托人务必按时参加分房

抽签。未到场参加分房抽签的，按高桥镇房屋拆迁办

公室核定套型在剩余房源中抽签确定安置房源。

七、本公告统一抽签之月为安置房交付之月。

八、本次安置房分房抽签过程由浙江省宁波市鄞

源公证处现场公证。

特此公告，请相互转告。

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房屋拆迁办公室

2017年4月23日

海曙区高桥镇峰锦丽庭安置房分房抽签公告

近日，主题为“互联网 X 新
能 源 ” 的 首 届 “ 汽 车 创 行 者 大
会”，在上汽荣威儿童艺术中心
举行，汽车界院士、汽车行业专
家和互联网行业大佬群贤毕至，
与到场媒体和互联网汽车的粉丝
一起，围绕未来汽车发展趋势以
及“未来智慧出行”进行思想众
筹。

在大会上，上汽集团发布了荣
威 “ 光 之 翼 ” Vision- E Con-
cept——纯电动超级轿跑SUV概念
车，这也是一台即将在 2018 年实
现量产的概念车。借助“创行者大

会”，上汽集团发起了汽车历史上
首次“思想众筹”的造车活动，并
宣布将开始正式招募未来之车——
荣威 Vision-E 的首批深度设计体
验官。

荣威 Vision-E 将搭载上汽集
团 和 阿 里 巴 巴 联 合 研 发 的 最 新
YunOS Auto 智能互联系统，并
拥有 AR-HUD 抬头显示技术、自
主泊车、无线充电等“未来黑科
技”。此外，荣威 Vision-E 纯电续
驶里程超 500公里，百公里加速仅
4秒，创造了在续航、操控上的极
致体验。 （小龙）

纯电动概念车
荣威“光之翼”亮相

样板房成品装修效果图。 （小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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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对第一批商品混
凝土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工程地址：浙江省宁波市。
2.2工程规模：具体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2.3招标范围：具体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2.4计划供货时间：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1年9月，具体供

货时间以实际施工时间为准。
2.5质量要求：符合国家相关规范、标准和招标文件《技术

要求》等规定。
2.6标段划分：1个。
3.投标人的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住房与城乡建设部门核发的

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资质，不含临时资质，并在人员、设备等
方面具有相应的供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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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到2017年5月

9日1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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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1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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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于人民币16万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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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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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9时30分 （北京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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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琦、李阳
电话：0574-89086898

宁波市轨道交通工程甲供材料（第一批商品混凝土-5号线一期工程）供应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宁波象山港公路大桥及接线工程已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以发改交运[2008]2178号文批准建设，交通运输部以交公
路发[2008]407 号文批准了初步设计，该项目已列入浙江省
2011年基本建设计划，属于政府还贷项目，资金来源于自筹。宁
波市象山港大桥开发有限公司为本项目法人，受项目法人委
托，宁波市高等级公路建设指挥部为招标人，现对本项目桥面
径流收集排水工程施工进行公开招标，实行资格后审。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概况：本项目路线起点位于宁波市鄞州区云龙镇，

与宁波绕城高速公路云龙枢纽互通立交相接，起点桩号 K0+
723.534，止于象山戴港，终点桩号K46+920，暂接省道38线，全
长约46.929公里。其中，象山港公路大桥总长约6.7公里（跨海
大桥），两岸接线长约40.3公里。全线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
标准建设，设计速度100公里/小时，汽车荷载等级为公路-Ⅰ
级，标准路基宽度为26米，象山港大桥的桥面宽度为25.5米。象
山港公路大桥主桥为主跨688m的钢箱梁斜拉桥。

2.2建设内容：本次招标范围为水中区域6-95号墩范围内
的桥面径流收集排水工程，分为主桥钢箱梁段泄水管改造、主
桥过渡墩及水中引桥段桥下纵向排水系统及净化处理池。

2.3标段划分：1个标段；
2.4质量要求：标段工程质量优良；
2.5计划工期：4个月，缺陷责任期2年。
2.6招标范围：本工程施工图范围内排水工程（包括主桥排

水系统、主桥净化收集池、引桥排水系统、引桥净化收集池）和
机电工程（包括桥面排水控制、净化处理池排水控制、中心控
制）施工。（详见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有公路

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资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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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应列入交通运输部网站（http://www.moc.gov.

cn）中“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最新公布的公
路工程施工资质企业名录，且投标人名称与上述名录相符。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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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参加
同一标段的投标。

3.5自2012年1月1日以来，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委
任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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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16:00之前，将招标文件最后一页《要
求查询行贿犯罪记录的申请函》填写完整并加盖公章（同时附
投标人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法定代表人和拟委任
的项目经理身份证复印件并盖单位公章，已办理五证合一的投
标人无需提交组织机构代码证）交至[或快递至（以收到日期为
准），拒绝邮资到付]招标代理人处（采用快递方式的投标人须
向招标代理人电话确认是否已收到全部文件资料，招标代理人
地址详见招标公告）。若投标人逾期未提交《要求查询行贿犯罪
记录的申请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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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至5月11日

16:00（以付款成功时间为准）登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
站（http://www.bidding.gov.cn）自行下载招标文件，超出上述
规定期限，招标人将不予受理。未下载招标文件的投标人，招标

（代理）人将不予接受其投标文件。
4.2招标文件每套售价300元，售后不退。
4.3投标人应及时关注浏览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如有招标文件的澄清、修改和补充的文件，请自行下载，不另行提
供纸质的文件。因未及时浏览、下载而造成的后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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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投标保证金
5.1金额：不少于人民币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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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日1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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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670732479
采用银行汇票、银行电汇形式的须在第一信封中提供基本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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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信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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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人将不组织进行工程现场踏勘，不召开投标预备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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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9时30分，地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指定开标
室（宁波市鄞州区宁穿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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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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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招标公告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Http://www.chinabid-

ding.com.cn)、宁波日报和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
www.bidding.gov.cn）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高等级公路建设指挥部
地址：鄞州中心区嵩江中路396号
联系人：曹工 徐工 黄工
电话：0574–89184075
电子邮件：nb586400@126.com
招标代理：宁波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世纪大道北段555号名汇东方大厦20楼2017室
联系人：董成浩 戴太敏 孙德富
电话：0574-55717440 87298907
传真：0574-55717439
电子邮件：522785294@qq.com

宁波象山港公路大桥及接线工程桥面径流收集排水施工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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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热线：87682193 15168582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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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州区宁东路901号（宁波日报报业集团一楼）

参团费用：40元/人（品尝舟山美味海鲜）
第一批报名截止日期：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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