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裘市大河截污纳管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EPC)已由宁波市江北

区发展和改革局以北区发改基[2017]31号文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宁波市江北区
人民政府洪塘街道办事处，建设资金为自筹，招标人为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洪
塘街道办事处,招标代理人为宁波安全三江工程咨询招标代理有限公司。本项目已
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设计施工总承包(EPC)进行公开招标。

２.工程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洪塘街道。
建设规模:雨污水管线、道路修复、绿化等工程。
工程总投资：1000万元。
招标工程最高投标限价：

（1）建安工程费最高限额暂定为8970000元，包括道路修复、绿化、雨污水管道
等及招标文件约定的风险范围内的其他费用。（2）勘察设计费最高限价为 650000
元。

招标范围：本工程的设计、施工、设备购置及安装、缺陷责任、保修责任及合同
约定的全部内容。

设计质量要求:按国家技术规范、标准及规程，达到招标文件要求的设计深度；
施工质量要求：按国家验收规范一次性验收合格。
工期要求：完工日期为2017年10月31日止。
安全要求：合格。
标段划分:1个标段。
３.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以下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

应的设计和施工能力：
同时具备①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和②市政行业设计丙

级及以上或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或具备上述①和②资质的联合体。
联合体资质的确定：联合体协议约定同一专业分工由两个单位共同承担的，

按照就低不就高的原则确定联合体资质；不同专业分工由不同单位分别承担的，
按照各自的专业资质确定联合体资质。

3.2项目经理的资格要求：市政类工程师及以上职称（联合体投标的，由联合体
牵头人派出）。

设计负责人的资格要求：市政类工程师及以上职称（联合体投标的，由设计人
派出）。

施工负责人的资格要求：市政公用工程二级注册建造师及以上（含临时建造
师，临时建造师年龄需在 60周岁以下），具有《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
考核合格证书》（B证）（联合体投标的，由联合体牵头人派出）。

本项目项目经理、施工负责人可由同一人担任。
3.3信誉要求：

（1）投标人、项目经理、设计负责人、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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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投标人不得被列入尚在公示期内的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黑名单”，以宁
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查询结果为准。

（3）2012年 1月 1日至本招标项目查询时，投标人、法定代表人、项目经理、设
计负责人、施工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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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17时00分之前，将招标文件中《检察院查询申请
函》填写完整并加盖公章【后附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各方的）的营业执
照复印件（加盖法人章）和组织机构代码证（已办理五证合一的单位无需提供组织
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加盖法人章）及法定代表人、项目经理、设计负责人、施工负
责人身份证复印件】交至或快递至招标代理人处。若投标人逾期未提交的，视为自
动放弃投标，其投标将被拒绝。

3.4其他要求：
（1）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牵头人）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

管理系统”登记信息的，其相关内容已经该系统审核通过。
（2）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指承担设计任务的单位）若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

用信息管理系统”登记信息的，其相关内容已经该系统审核通过。
（3）拟派项目经理、设计负责人、施工负责人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

管理系统”登记信息的，其相关内容已经该系统审核通过。
（4）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指承担设计任务的单位）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

信息管理系统”中的信用评价等级须在 C 级及以上（信用评价等级以开标之日所
在季度“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的提供的施工企业信用信息为准）。

（5）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牵头人）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
理系统”中若有信用等级的须在 C 级及以上（信用评价等级以开标之日所在季度

“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的提供的勘察设计企业信用信息为准）。
（6）施工负责人在本工程施工期间不得在其他任何在建合同工程中担任施工

项目负责人。在建合同工程的开始时间为合同工程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不通过
招标方式的，开始时间为合同签订之日），结束时间为该合同工程通过验收或合同
解除之日。

施工负责人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的未解锁项目，视同为
在建项目。因特殊情况未能解锁的，须在资格审查申请文件中，提供经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或其委托相关机构确认的项目完工证明材料。

（7）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牵头人）若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
管理系统”登记信息的，其人工工资担保须显示已在宁波市行政区域内或招标项
目所在地（海曙、江北、鄞州任何一区）审核通过。

（8）企业注册地在浙江省行政区域以外的投标人已通过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的备案登记。

（9）本次联合体的成员家数不得超过2家（含2家）。
3.5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牵头人应为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资

质的单位。
４.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7 年 5 月 27 日至 2017 年 6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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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上述规定期限的，招标人将不予受理。

4.24.2招标文件下载费用300元(其中电子交易平台使用费100元)，售后不退。
注：如招标文件资料费（不包括电子交易平台使用费）需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的，请投标人将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相关资料（包括名称、纳税人识别号、地址、
电话、开户行及帐号等）与《要求查询行贿犯罪记录的函》同时交至招标代理人；未
提供相关资料的，招标代理人均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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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联合体牵头人购买招标文件，并在系统内登记联合体所有成员完整的单位
名称。

4.4招标文件如有澄清和修改，将在本网站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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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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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前，须
先办理公共资源交易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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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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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机构联系。
4.8未在网上下载招标文件的单位，其投标文件不予受理。
５.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 2017年 6月 16日 9时 30分，地点为宁波市行

政服务中心4楼（宁波市宁穿路1901号，具体房间详见电子指示屏幕）。
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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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发布公告的媒介
6.1时间：2017年5月27日至2017年6月13日。
6.2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网（www.cnnb.com.cn)和宁波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网站（www.bidding.gov.cn）上发布。
７.投标担保
7.1金额：人民币壹拾玖万元整
形式①：银行电汇或银行汇票直接缴入以下账户（联合体投标的，由联合体牵

头人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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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有限公司宁波市科技支行；
银行账号：376671287374
形式②：保险保单（联合体投标的，由联合体牵头人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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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保函应由宁波大市范围内的银行出具，银行保函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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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人如按规定延长了投标有效期
的，则投标保证金的有效期也相应延长。

特别提示：汇（转）款时，不得采用“宁波同城实时清算系统”。
7.2提交截止时间2017年6月13日16时（北京时间，以资金到账时间或保险保

单出具时间为准），联系电话:0574-87861127（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科技
支行），0574-87011318（宁波市建设工程综合保险服务中心）。

备注：投标保证金必须从基本账户汇出，投标保证金银行支付回单及基本账
户开户许可证复印件（或保险保单复印件或银行保函）加盖公章必须编入投标文
件中，保险保单、银行保函正本原件须提交给招标人。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洪塘街道办事处
招标代理：宁波安全三江工程咨询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江东北路495号和丰创意广场G幢9楼
联系人：李娜
联系电话：0574-87384499、18967882690
传真：0574-81896118

裘市大河截污纳管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EPC)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项目宁波市中心粮库项目一期工程已由宁波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 【2015】 76号批准建设，建设单位为宁
波市甬江粮食收储有限公司，代理单位为宁波国际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宁波市甬江粮食收储有限公司自筹及申
请财政拨款解决，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
件，现对该项目的进出仓工艺设备采购与相关服务进行公开招
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址：江北区洪塘街道旧宅村。
规模：本项目总用地面积为 49548 平方米，总仓容为 4.5

万吨，总建筑面积 15018 平方米，其中平房 7 栋，建筑面积
10815 平方米；临时粮仓、机械库 1 栋，建筑面积 1545 平方
米；综合楼建筑面积 2249平方米；变配电间建筑面积 69平方
米；机房、药品库、门卫建筑面积 131平方米；一站式服务用
房建筑面积209平方米。

项目总投资：人民币26047.06万元
招标控制价：188.68万元
设备交货期：接招标人通知45天内交货。
招标范围：采购进出仓工艺设备若干，详见招标文件采购

货物清单及技术要求。
标段划分：1个
质量要求：质量合格。
安全要求：符合国家相关要求。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资格要求：
3.1.1投标人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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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

（1） 投标人为进出仓工艺设备的制造商或其唯一授权的代
理商。（代理商投标时须提供进出仓工艺设备制造商针对本项

目的唯一授权书原件）。
3.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其他要求：

（1） 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无不良行为记录 （不良行为记
录界定的范围为：被国家、浙江省、宁波市等相关行政主管部
门通报停止投标活动且处在被停止投标期间内）。

（2） 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经宁波市行政区域内的人民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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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19日 16时 00分之前，将招标文件中最后
一页 《查询申请函》 填写完整并盖章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投标人组织机构代码证及营业执照复印件，已办理五证合一的
企业不需要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 交至招标代理人处，若投标
人逾期未提交的，视为放弃投标，其投标将不予受理。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7年6月1日到2017年6月

19日 16:00 （以下载成功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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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招标文件下载费用300元，售后不退。招标文件质疑截
止时间：2017 年 6 月 5 日 11:00 （北京时间）。建议投标人在招
标文件质疑截止时间前下载招标文件。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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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有意参加投标的交易单位在网上自行下载招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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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下载标书系统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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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与招标代理机构联系。
4.7未下载招标文件的投标人，其投标将被拒绝。
5、投标保证金
5.1金额：人民币贰万元整
形式①：银行电汇或转账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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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707073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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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保函应由宁波大市范围内的银行出具，银行保函须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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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人如按规定延长了投标有效期的，则投标保证金银行

保函的有效期也相应延长。
5.2提交截止时间 2017 年 6 月 19 日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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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险保单
形式的不予退还），咨询电话：0574－87861127 （中国银行）；
0574-87011318、87011280 （宁波市建设工程综合保险服务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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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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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受理场所安排详见
电子指示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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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的发布
7.1时间：2017年6月1日至2017年6月19日。
7.2 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在宁波日报、中国宁波网 （www.

cnnb.com.cn） 和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www.bidding.
gov.cn） 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甬江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江东区宁穿路602号
联系人：孔经理
电话：0574-87479162
招标代理单位：宁波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胡孙杰、王荣、江雷
联系地址：宁波市江东区世纪大道北段 555号名汇东方大厦

19楼1916室
联系电话：0574-87312175
传真：0574-87312175

宁波市中心粮库项目一期工程进出仓工艺设备采购与相关服务招标公告
交易登记号：A330204000000280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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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喀布尔 5 月 31 日电
（记者卢树群 代贺） 阿富汗卫生
部发言人卡武西5月31日对媒体表
示，当天上午发生在首都喀布尔的
巨 大 爆 炸 ， 已 造 成 至 少 80 人 死
亡、350人受伤。

中国驻阿使馆政务参赞张志新
表示，经同阿富汗警方核实，目前
尚未有中国公民在爆炸中伤亡。据
使馆另外一位工作人员证实，爆炸
发生时，使馆内能感受到强烈的冲
击波。

阿富汗内政部当天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这一暴力行径，同时向遇
难者家属表示慰问。阿富汗前总统
卡尔扎伊当天也对此次袭击表示强
烈谴责。

塔利班发表声明称与此事无

关。
爆炸发生在瓦济尔阿克巴汗

区，该区内分布着多个国际机构、
外国使馆和阿政府部门。目击者法
希姆说，炸弹放置在一辆运水车
上，爆炸造成多辆汽车、多处建筑
物受损。

5月31日是斋月第五天，这起
爆炸是进入斋月以来发生在首都喀
布尔的第一起爆炸。

新华社北京 5月 31日电 （记
者孙辰茜）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5月3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
方对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发生的炸弹
袭击事件表示强烈谴责。目前没有
收到在阿中资机构及中国公民伤亡
的报告。

华春莹说，当地时间5月31日
上午8点30分左右，喀布尔使馆区
发生一起汽车炸弹爆炸事件，造成
重大人员伤亡。中方对这一袭击事
件表示强烈谴责，对受伤人员和遇
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反对
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愿与阿方及
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打击恐怖主
义。

她说，据了解，上述爆炸造成
中国驻阿使馆馆舍一定程度受损，
所幸的是使馆馆员全部安然无恙。
截至目前，我们没有收到在阿中资
机构及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中方
正在评估有关情况，将采取措施加
强对在阿机构和人员的安全保卫工
作。

阿富汗首都使馆区发生爆炸
造成至少80人死亡，目前没有收到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新华社洛杉矶5月30日电（记
者高山） 美国国防部导弹防御局
5月30日宣布，美军首次洲际弹道
导弹拦截测试获得成功。

导弹防御局发表声明说，美军
当天从位于太平洋马绍尔群岛夸贾
林环礁的里根试验场发射了一枚
模拟洲际弹道导弹，在分析计算
海基 X 波段雷达以及其他传感器
监测跟踪数据后，再从加利福尼
亚州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一枚拦
截导弹。拦截导弹在外层空间释
放出“杀伤飞行器”，通过直接撞
击摧毁了模拟洲际弹道导弹。

导弹防御局局长詹姆斯·叙
林在声明中评价此次拦截测试对
美国本土防御具有重要意义，是
美发展“陆基中段防御”系统的

“重要里程碑”。
本次测试是美“陆基中段防

御”系统测试的一部分，也是美
军首次进行洲际弹道导弹拦截测
试，所使用的模拟导弹飞行速度
比以往的更快。美军上一次导弹
拦截测试是在 2014 年，获得了成
功。1999 年以来，美军共进行了
17 次导弹拦截测试，其中成功 9
次。

美国军方表示，这次拦截测
试与近期朝鲜连续试射导弹只是
时间上“巧合”，但美国媒体普
遍认为，此次测试的主要目的是
增强美国针对朝鲜远程导弹的防
御能力。

特朗普政府近日向国会提交
的 2018 财政年度联邦政府预算报

告中，为导弹防御划拨的经费达
79 亿 美 元 ， 其 中 “ 陆 基 中 段 防
御”系统占 15亿美元。

目前，美军在位于阿拉斯加
州的格里利堡基地部署了 32 个陆
基拦截器，在范登堡基地部署了 4
个。导弹防御局还计划在阿拉斯
加州增加部署 8 个陆基拦截器，
从而使陆基拦截器的总数达到 44
个。

2004 年，美国在阿拉斯加州
格里利堡基地开始部署陆基拦截
导弹，从而正式启动美国的导弹
防御系统。美军的其他反导系统
还包括拦截短程弹道导弹的“爱
国者”导弹系统和同样在大气层外
拦截的“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
（“萨德”系统）。

美军洲际弹道导弹拦截测试获成功

5月 30日，一枚拦截导弹从美
国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空军基地发
射升空。 (新华社/法新)

图为安全人员抵达爆炸袭击现场。 （新华社/法新）

5月31日，在肯尼亚蒙巴萨的蒙内铁路蒙巴萨西站，首班列车驾驶
员艾丽斯 （左） 和肯西莉亚出发前竖起大拇指，预祝旅途顺利。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肯尼亚蒙巴萨－内罗毕标轨铁路 （蒙内铁路） 于
5月31日正式通车。蒙内铁路全长约480公里。

(新华社记者 孙瑞博 摄)

“中国制造”蒙内铁路通车

5月31日，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崔顺实的女儿郑某 （中） 接受记
者采访。

韩国“亲信干政”事件核心人物崔顺实的女儿郑某5月30日被丹麦
政府引渡，于5月31日抵达韩国。

（新华社/纽西斯通讯社）

韩“亲信干政”主角
崔顺实之女回到韩国

据新华社莫斯科5月31日电（记
者安晓萌）俄罗斯国防部5月31日发
布消息说，俄海军“埃森海军上将”号

护卫舰和“克拉斯诺达尔”号潜艇向
叙利亚巴尔米拉地区极端组织“伊斯
兰国”目标发射4枚“口径”巡航导弹。

俄对叙境内“伊斯兰国”目标
发射巡航导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