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荷池校区）改扩

建项目已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函[2017]22
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宁波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招标人
为宁波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招标代理人为宁波欣达建设项
目管理有限公司，建设资金由市财政资金安排解决。项目已具备
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勘察设计进行公开招标。项目已具备下
列条件：■经审批部门同意的项目建议书或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经审批部门核准或备案的项目确认书。■具有土地管理部门颁发的土地使用证。■具有规划管理部门确定的项目建设地点、规划控制条件和
用地红线图。

2.项目概况及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宁波市鄞州区（原江东区）姚隘路128号。
项目规模：新建总建筑面积约30000平方米。
项目总投资：16000万元。
设计概算：工程费用限额设计 12000 万元，具体以初步设计

批复的设计概算为准。
设计周期：总设计周期70日历天，其中方案优化、勘察10日历

天，初步（含扩大初步）设计20日历天，施工图设计40日历天。
招标类型及范围：方案深化；勘察；初步（含扩大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资格要求：
3.1.1投标人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
3.1.2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同时具备①建筑行业（建筑工

程）专业设计甲级或建筑行业设计甲级或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
质；②岩土工程勘察甲级或工程勘察综合甲级资质；或由具备上
述①②资质的单位组成的联合体；

3.1.3 投标人若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以下
简称“系统”）中具有勘察设计信用等级的，须为 C级及以上（以
开标日所在季度系统提供的信息为准）；

3.1.4 企业注册地在浙江省行政区域以外的投标人，须通过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备案登记；

3.1.5 投标人须在系统录入信息的，相关内容应在系统中审

核通过；
3.2投标人拟派主设计师、勘察负责人的资格要求：
3.2.1主设计师资格要求：国家壹级注册建筑师；
3.2.2勘察负责人资格要求：国家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
3.2.3拟派主设计师、勘察负责人须在系统录入信息的，相关

内容应在系统中审核通过；
3.3其他要求：
3.4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

求：联合体牵头人须具备建筑行业建筑工程设计甲级资质或工程
设计综合甲级资质

3.5 投标人及拟派的项目主设计师、勘察负责人无不良行为
记录（不良行为记录界定的范围为：被国家、浙江省、宁波市相关
行政主管部门通报停止投标活动且处在被停止投标期间内，以相
关部门的官方网站查询结果为准）

3.6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主设计师、勘察负责人
经宁波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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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应在2017年5月29日16时之前，将招标文件最后
一页《查询申请函》填写完整并盖章（附投标人组织机构代码证、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拟派主设计师身份证复印
件、拟派勘察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投标人已办理五证合一的无
须附组织机构代码证）交至招标代理人，逾期未提交的，视自动放
弃投标，其投标将被拒绝。

4. 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7年5月9日至2017年5月29

日16时0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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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dding.gov.cn）自行下载招标文件。

4.2 已组成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所有成员均须办理宁波市
公共资源交易证，由联合体牵头单位购买招标文件，并在系统内
登记联合体所有成员完整的单位名称。

4.3招标文件每套售价300元，售后不退。
4.4 招标文件质疑截止时间：2017 年 5 月 22 日 16 时 00 分，建

议投标人在招标文件质疑截止时间前下载招标文件。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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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招标文件，有意参加投标申请者

在网上购买文件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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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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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机构联系。
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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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伍万元整
形式①：银行电汇或银行汇票直接缴入以下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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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871214700
形式②：保险保单
保单出具单位：宁波市建设工程综合保险服务中心
形式③：银行保函（格式详见招标文件）
5.2提交截止时间2017年5月29日16时00分（北京时间，以资

金到账时间或保险保单出具时间或银行保函出具时间为准），退还时间
详见示范文本“投标人须知”第3.6.3条款，咨询电话: 0574-87861127

（中国银行），0574-87011318（宁波市建设工程综合保险服务中心）
6.投标文件的提交
6.1投标文件提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17年 6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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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受理场所详见当日公告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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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发布
7.1时间：2017年5月9日至2017年5月29日。
7.2 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www.bidding.gov.cn）、宁波日报和宁波网上发布。
8. 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桑田路885号
联系人：赵老师
电话：0574-87991661
招标代理人：宁波欣达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高新区星海南路8号涌金物流大厦6楼
联系人：屠世侠
电话：0574-87375708
传真：0574-89077720
9.备注
9.1、本项目投标文件包括书面投标文件和电子档投标文件，各投

标单位在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需同时提交书面投标文件、电子投标文
件（介质为U盘或光盘）并携带单位“电子密钥”（联合体投标的只需提
供联合体牵头人单位“电子密钥”）。开标时，投标人不能提供单位“电
子密钥”的，其投标将被拒绝。投标文件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
点的招标人将不予受理。若投标人开标现场提交的电子档投标文件均
无法读取，则按否决其投标处理。

9.2、本项目投标文件应由宁波市建设工程计算机辅助评标系统—
投标工具 6.1.3 生成。投标工具 6.1.3 可至杭州擎州软件有限公司直接
下载使用（http://www.qzhsoft.com.cn/downdetail.php?id=5197）

9.3、软件公司咨询电话:林清阳，0574-87266621,1895787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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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 5 月 10 日电
（记者陆佳飞 周而捷） 美国白宫
10 日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会
见到访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时，
强调想要改善美俄关系。

白宫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特
朗普表示美俄在解决中东和其他地
区冲突方面存在进行更广泛合作的
可能性，并进一步强调了他改善美
俄关系的愿望。

声明说，特朗普强调美俄有必
要在结束叙利亚冲突方面进行合
作。在乌克兰问题上，特朗普表示
美国将继续参与解决这一问题。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当天也与拉

夫罗夫举行会晤。美国国务院在一
份声明中说，双方讨论了乌克兰和
叙利亚问题，以及包括战略稳定在
内的其他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

美国务院的声明说，在叙利亚
问题上，双方重申支持联合国主导
下的叙利亚政治进程。在乌克兰问
题上，蒂勒森表示，除非俄方改变
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行为，美国将继
续保留对俄制裁。

蒂勒森本月 3日在国务院发表
讲话说，美俄之间目前几乎不存在
互信，双方均意识到双边关系正处
在冷战后最低谷。他说，美俄需要
稳定继续恶化的双边关系。

特朗普表示
想要改善美俄关系

5月10日，在伊拉克摩苏尔西部，伊反恐部队队员站在街道上。
进入 5 月份，伊拉克政府军收复摩苏尔的战役已进入决胜阶段。目

前，政府军经过两个多月的鏖战控制了摩苏尔西城超过80%的地区，并在
西城北侧和西侧开辟了新战线。 （新华社/法新）

摩苏尔收复战
进入决胜阶段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陈立希）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本月 9
日突然宣布解除联邦调查局局长
詹姆斯·科米职务，美国舆论哗
然。有美国官员称，特朗普对科米
积怨已久，但令特朗普下定决心
换将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终还是

“邮件门”：科米即将出席参议院
就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
克林顿“邮件门”事件的调查听证
会，特朗普方面希望提前阅看证
词，遭后者拒绝。

作为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
主导了对希拉里“邮件门”的调
查，从而与特朗普、希拉里纠葛不
断。特朗普胜选后，外界一度猜测
科米将难以留任，但科米表态能
干满10年，直至9日突然被解职。

路透社援引没有公开姓名官
员的话报道，特朗普、司法部长杰
夫·塞申斯和司法部副部长罗布·

罗森斯坦想要开个“碰头会”，提前
了解科米为 5 月 3 日参院听证会所
做的准备。然而，科米拒绝了。

按路透社说法，官员作证前把
证词给上级过目，符合美国政坛文
化。科米的拒绝被特朗普及其幕僚
认为是违抗，也就“让人觉得他不再
适合继续履行职务”。

科米后来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
的听证会上作证 4 小时，称一想到
他在总统选举投票日前 11 天重启

“邮件门”调查可能影响选举结果，
就令他难受。不过，不后悔这一决
定，如果重选一次，他会不改初衷。

另外，没有公开姓名的特朗普前
顾问说，特朗普对科米的不满还在
于，他认为科米在“邮件门”调查中帮
助希拉里撇清责任，但在联邦调查局
对特朗普竞选团队与俄罗斯是否存
在关系的调查中却“换了副面孔”。

“他（科米）为自己对希拉里所

做的事感到遗憾，对特朗普却没有
这样的表示，”该顾问说。

在白宫 9 日公布的文件中，司
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的备忘是特朗
普决定解职科米的原因之一。罗森
斯坦写道，科米在没有得到司法部
批准的情况下擅自举行新闻发布
会，对外宣布“邮件门”调查结论，即
不予刑事指控希拉里，这一做法是
错误的。科米只应宣布他的调查结
果，把调查发现移交检察官，再由检
察官决定是否提起刑事诉讼。

对科米“被炒”，国会消息人士
提供另一种说法，即科米此前曾寻
求更多“资源”，以调查特朗普团队
在 2016 年总统选举中是否与俄罗
斯串通。

今年 3 月，科米在国会听证会
上首次公开证实，联邦调查局在调
查俄罗斯政府干预美国 2016 年总
统选举的指控，调查范围包括特朗

普竞选团队是否可能与俄罗斯存在
关联。今年 1 月，美国中央情报局、
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共同发表
报告，指责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选
举，这一说法被俄方坚决否认。

特朗普 9 日解除科米职务，把
解职信送到联邦调查局总部大楼
时，科米正在加利福尼亚州出差，还
准备在一场联邦调查局招募新人活
动上发表演说。闻讯后，科米匆匆返
回华盛顿。

特朗普与科米早有积怨。他在
白宫椭圆办公室会见美国前国务卿
亨利·基辛格时，就表达了对科米的
不满。特朗普当时说：“他没有做好
本职工作，很简单。”

美国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
说，特朗普自从去年 11 月当选后，
就一直在考虑撤换科米。联邦调查
局隶属美国司法部，但科米一直在
回避司法部指令。

特朗普突然把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解职，美国舆论哗然。
那么究竟什么是——

压垮科米的“最后一根稻草”

英国定于 6 月 8 日举行议
会选举。大选进入倒计时之际，
英国媒体 10 日曝光了最大在
野党工党的竞选纲领。在这份
纲领中，工党提出将把英国的
能源、铁路和邮政系统国有化，
并反对在不与欧盟达成协议的
情况下“硬脱欧”。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工党的
竞选纲领由《每日电讯报》最早曝
光。这家报纸公布的是草拟版本，
经工党约 80名代表开会讨论后，
竞选纲领的最终版本有望于下周
正式对外公布。

据《每日电讯报》报道，这份
纲领长达 43 页，涉及工党在“脱

欧”、非法移民、税收、民生和能源等
方面的政策。

在外界最关心的“脱欧”问题
上，工党提出，排除英国在“无协议”
情况下脱离欧盟的可能性。

这份纲领写道：“工党认为，‘无
协议’脱欧对英国来说是最坏的情
况，将有损我国经济和贸易。因此，
我们反对‘硬脱欧’，而是要通过谈
判达成可行的过渡协议，避免英国
经济出现断崖式下跌。”

工党同时提出，将彻底改革能

源、铁路和邮政系统，将上述行业国
有化。在 2030 年前，确保英国 60％
的能源来自可再生能源。

此外，工党还提出对年薪超过
8万英镑（约合71万元人民币）的高
收入人群加大征税力度，所得税款
用于公立医疗体系国民保健制度。

在这份纲领中，工党还在非法
移民方面作出承诺。工党方面表示，
将力求减少非法移民数量，不作“虚
假承诺”。

同时，工党还在教育方面提出

“免费”方案，计划免除大学学费。目
前，英国大学学费平均每年约为
9250英镑（约合8.3万元人民币）。

曾经连续执政的工党近年来选
情不利，英国去年 6 月公投“脱欧”
后，工党领导人杰里米·科尔宾更因

“留欧”宣传失败及极左政策遭党内
人士批评。工党议员曾通过对科尔
宾的不信任动议，要求他辞职。科尔
宾拒不辞职，工党党内争斗不断。

英国媒体预测，如果此次选举工
党再遭重挫，科尔宾恐难以留任。

大选在即

英工党竞选纲领遭泄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