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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 出 生 证 明 ，号 码 ：
O330071547，声明作废。

周子恒
遗失开户许可证，号码：

J3320019360702，声明作废。
宁波市镇海华果蔬专业

合作社
遗失三正三副的海运正

本提单一份，提单号码：CO-
SU6146652630，柜 号 ：CB-
HU9178443，船名航次：HAT-
SU CRYSTAL/0837W，声 明
作废。
义乌市同辉进出口有限公司

遗失残疾证一本，残疾证
号：33020419461101611863，声
明作废。 曹贤达

遗失两张空白现金支票，
票 号 为 ： 04477276 和
04477277，声明作废。

宁波奇夏机电有限公司
遗失宁波增值税普通发

票 发 票 联 ，发 票 号 码
01134317，金额 638681 元，声
明作废。 毛峻林 夏园凤

遗失宁波直管公有住房
租 赁 合 同 ，编 号 慈 城 字 第
C1609170038，现名：郑宝甫，
地址：顾家弄 5 号，使用面积
46.1 平方米，丘号：913026，房
号（1-6）-（1-8），声明作废。

郑宝甫

遗失宁波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 2016 年 7 月 15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一份，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91330200MA281U558P(6/7)声
明作废。浙江吉磊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一份，
编号：B330220000，声明作废。

徐一苇
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关境内汽车载运海关监管货
物载货登记薄及准载证，海关
编 码 ：3104152648，车 牌 ：浙
B66117， 海 关 编 号 ：
3104152650，车牌：浙 B66751，
声明作废。

宁波马飞物流有限公司

遗失销售不动产统一发
票（ 自 开 ），发 票 号 码 ：
00308145，金额：247159.00，声
明作废。 闫 肃

遗失社会保险登记证副
本 ，号 码 33022744004708，声
明作废。宁波市鄞州云龙宁东
废旧物品回收站

遗失浙江省医疗住院收
费票据壹份，金额为人民币陆
仟柒佰玖拾陆元玖角柒分，票
据 号 为 1571530539，声 明 作
废。 孙艺轩

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号
J3320023486001,开户银行,中
国农业银行宁波新碶支行,声
明作废。
宁波北仑煜天模具有限公司

遗失启事

尊敬的佰利银座客户：
我司开发的佰利银座已通过政府部门验收，具备交付条件。现决定在宁波市鄞州

区曙光北路1858号办理交付手续。请各位业主携带相关资料及费用，并在规定的时间
内前来办理。详情请电话咨询：83899998。

特此公告！
宁波市康杰置业有限公司

2017年5月31日

１.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 S203 省道奉化段公路

工程勘察设计（项目名称）已由宁波市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项目审批、核准或
备案机关名称）以甬发改审批[2017]155
号文件（批文名称及编号）批准建设，项
目业主为宁波市奉化区交通投资公司，建设资金来自由奉化区按有关
规定申请补助和筹措（资金来源），项目出资比例为100%。项目已具备
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勘察设计（交易类别）进行公开招标。

２.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建设地点：位于宁波市奉化区。
2.2建设规模：路线长约 18.8公里，需新增用地约 1250亩，采用双

向六车道，路基宽度33米。全线共设置桥梁12座，隧道2座。投资估算
约 29.57 亿元。本项目已列入 2017 年宁波市创建公路水运品质工程

（详见甬交建[2017]52号“宁波市交通委关于印发 2017年深入推进公
路水运品质工程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2.3技术标准：采用一级公路设计标准，设计速度80公里/小时。
2.4招标范围：本次招标内容为 S203省道奉化段公路工程的勘察

设计，包括公路工程[含路线、路基、路面、桥涵、隧道、交叉、交通工程
及沿线设施（含安全设施、绿化等）]等的工程勘察、初步设计、施工图
设计、概预算文件编制、施工招标用图纸、工程量清单、施工项目专用
技术规范编制、后续服务及相关科研（如需要）、专题报告等全部工作。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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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具有①公路行业(公路)甲级设计

资质（或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②工程勘察岩土工程专业甲级资质
（或工程勘察综合类甲级资质），或者具有上述①和②资质的联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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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负责人资格要求：具备公路或道桥专业高级工程师及以上职
称（联合体投标的，由承担设计任务的单位派出）。

项目负责人业绩要求：自2012年1月1日以来作为项目负责人承
接过一级及以上公路工程的设计项目。

3.2 本次招标接受不超过 2 家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
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联合体牵头人必须为承担设计任务的单位。

3.3各投标人均可就上述标段中的1（具体数量）个标段投标。
3.4投标人对招标文件异议截止时间：2017年06月07日16:00。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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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未被评为D级的，
否则其投标不予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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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开标当日，宁波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市交通委信用信息查询”获得的评级信息为准。）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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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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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应在
2017 年 6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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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投标人的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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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组织机构代码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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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本项目采用资格后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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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月 27 日到 2017 年 06 月

13日16:00（以下载时间为准），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
//www.bidding.gov.cn）下载招标（资格预审）文件。

4.2如为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所有成员均需办理《宁波市公共资
源交易证》，并由联合体牵头单位购买招标文件，同时在系统内登记联
合体所有成员完整的单位名称。

4.3招标（资格预审）文件下载费用300元。
4.4如有补充的招标（资格预审）文件请关注本网站，自行下载，不

另行提供纸质版补充文件。
4.5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招标（资格预审）文件，有意参加投标

的交易单位在网上下载招标文件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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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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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机构联系。
5.投标保证金
5.1金额：人民币贰拾万元整；
形式①：银行电汇或银行汇票直接缴入以下账户。

形式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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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延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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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金到账截止日期：2017年 06月 13日 16:00 （北京时间，以
资金到账时间为准）。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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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联合体名义参加投标的，应当由联合体牵头人交纳
投标保证金。

6.投标 （资格预审申请） 文件的递交
6.1 投标 （资格预审申请） 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 2017 年 06 月 16

日09时30分，地点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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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格预审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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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http://

www.bidding.gov.cn） 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奉化区交通投资公司
地址：奉化区南山北路7号
联系人：楼辉波
电话：0574-88589016
招标代理机构：浙江天成合力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四明东路568号1号楼501室
联系人：张月侠、李克勇
电话：0574-88395926、13336691659

2017年5月27日

S203省道奉化段公路工程勘察设计招标公告

标段号

001

金额
(元整)

200000

形式

银行
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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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970737417

华东城电子区地处江东中心地段，
宁波市电子元器件一站式采购区，入驻
百余家经营户，产品涵盖 IC 集成电路芯
片、二三极管、可控硅、电阻、电容、
电感、电线、线束、接插件、继电器、
IGBT、MOS管、机箱、电源、焊锡材料
等电子元器件及仪器仪表、工具、灯
具、安防等相关产品，欢迎惠顾！

地址：宁波市新天路 555 号(宁穿路
与世纪大道交汇处)

电话：87805777

华东城电子区

交
付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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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圣彼得堡 6月 1日
电 俄罗斯总统普京 1 日在圣彼
得堡表示，俄不会坐视美国在韩
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

普京当天会见了前来出席第
21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 10
家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他在
回答通讯社负责人提问时表示，
美国在欧洲和远东扩大部署反导

系统将导致军备竞赛，俄罗斯不
会坐视美国的相关行动，包括在
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

普京说，如果朝鲜明天宣布
停止一切核试验和导弹计划，美
国还会以其他理由继续建设反导
系统，或者就像现在在欧洲一
样，完全没有任何理由。俄罗斯
必须要考虑这一点。

普京：

俄不会坐视美国在韩
部署“萨德”反导系统

据新华社华盛顿 5 月 31 日
电 美国总统特朗普 5 月 31 日在
白宫与到访的越南总理阮春福举
行会谈，双方表示将加强两国在
经贸和防卫等领域的合作。

特 朗 普 在 会 谈 前 对 记 者 表
示，美国对越南存在“巨大”的
贸易逆差，他希望在“短时间
内”能扭转这一局面。他还表

示，越南已与美国签订了大额合
约，这将为美国创造就业机会。

会谈后发布的联合声明说，
美越领导人承诺将积极促进两国
的经济联系和双边贸易发展，并
为两国企业创造有利的商业环
境。双方还宣布两国已签订总额
为 80亿美元的商业合约，但并未
透露合约具体内容。

美越承诺加强经贸和防卫合作

作为亚太各国讨论本地区
安全问题的一个平台，第 16
届 香 格 里 拉 对 话 会 （“ 香
会”） 定于 2 日至 4 日在新加
坡举行。

近年来，美国的亚太战略
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亚太地
区的安全形势日益复杂。安全
威胁自然是此次“香会”的首
要议题。有关人士认为，亚太
各国应当加强沟通、协调立
场、交流信息、增进理解。而

“香会”正是提供了这样一个
平台，便于各方找到通过合作
解决问题的方法。

据新华社新加坡6月1日电
记者 刘天 易凌 夏立新

多重威胁

作为亚太各国讨论本地区安全
问题的一个平台，安全威胁自然是
此次“香会”的首要议题。

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和平安全委
员会主席阿什拉夫认为，在现阶段
和今后可预见的一段时期内，朝鲜
半岛局势是亚太安全最大的挑战。
朝鲜与美国、韩国之间的对抗态势
令半岛局势紧张。同时，美国在韩
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引发中国
和俄罗斯强烈反对，令东北亚局势
更加复杂化。

根据此次“香会”日程，美国
国防部长马蒂斯将在会上发表演
讲，有可能勾勒出新一届美国政府
的亚太安全政策。有分析认为，特
朗普政府对前任奥巴马政府的诸多
政策持否定态度，这可能会体现在
其制定的新亚太安全政策上。

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法律中心

副主任王江雨说，奥巴马政府的
“亚太再平衡”策略现在已基本被
放弃，而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政策尚
未定型，这意味着亚太地区主要大
国，尤其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互动
处于磨合期。

他认为，中美关系是亚太地区
国际关系的压舱石，决定着这两个
大国与本地区其他国家之间的关
系。稳定、友好、和平、合作的中
美关系有利于遏制一些潜在的地区
不稳定因素，促进亚太地区的稳
定。

此外，近日发生在印度尼西亚
的恐怖袭击事件也表明，恐怖主义
势力正在逐渐渗透到亚太地区。新
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
究院高级研究学者胡逸山说，暴力
恐怖主义在本地区的兴起也将成为
此次“香会”的重要议题之一。

应对之道

在亚太地区面临复杂安全问题

的背景下，亚太各国应当加强沟
通、协调立场、交流信息、增进理
解。

以朝鲜半岛局势为例，日本亚
洲事务评论家井森薰表示，目前包
括朝鲜在内的有关各方都没有排除
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的选项，如果能
够重启会谈，必将帮助半岛局势降
温。而“香会”正好可以为相关各
国就如何化解半岛紧张局势提供一
个沟通平台。

王江雨认为，亚太地区之所以
面临复杂的安全威胁，是因为缺乏
一个被域内各国广泛接受和参与的
区域安全架构，导致在重大安全问
题上，各国无法在同一个平台上进
行充分讨论和沟通。目前亚太地区
存在的各种安全机制实际上由多个
封闭的“小圈子”组成，圈子之内
是密谈，圈子之间则是猜疑。

王江雨认为，亚太各国应首先
发展互信，积极相互沟通，尊重彼
此重大关切与核心利益，避免各国
之间的直接冲突。参与“香会”的

亚太各国应该在亚太地区安全框架
建立起来前，积极探讨如何打破现
有安全机制“小圈子”的封闭性和
排他性，使之对所有利益攸关方全
面开放。

在应对恐怖主义威胁方面，胡
逸山指出，关键在于各国加强情报
资源共享和社会经济发展，经济合
作和安全机制应该并驾齐驱。

中国政府今年初发布了《中国
的亚太安全合作政策》白皮书，主张
促进亚太地区共同发展，夯实亚太
和平稳定的经济基础；推进伙伴关
系、亚洲命运共同体和亚太命运共
同体建设；推动规则建设，完善亚太
和平稳定的制度保障，倡导共同、综
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王江雨认为，亚太安全观应首
先强调共同参与，即每个国家都是
命运共同体的一员，谁也不应该被
排除在外；其次，强调以普遍接受
的国际关系准则为基础，各方通过
协商来共同制定规则；第三，将安
全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

定于2日至4日在新加坡举行

香格里拉对话会将聚焦“安全威胁”

这是 6 月 1 日在澳大利亚墨尔
本拍摄的一架马航客机。

6 月 1 日，因一名机上乘客自
称携带炸弹并试图闯入驾驶舱，一
架从墨尔本飞往吉隆坡的马来西亚
航空公司客机被迫返航降落墨尔
本。 （新华社/法新）

一架马航客机
因炸弹威胁返航

新华社柏林 6月 1日电 （记
者陈二厚 王蕾） 当地时间6月1
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德
国总理默克尔共同会见记者。

李克强表示，德国是中国在
欧盟的重要合作伙伴，双方高层
交往频繁，贸易、投资、人员往
来等在快速增长。在当前世界不
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加的背景
下，中德主张奉行多边主义，维
护现行国际体系，遵守国际关系
准 则 以 及 包 括 世 界 贸 易 组 织

（WTO） 规则在内的各国达成的
共识，支持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
化。欧盟应当履行 《中国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议定书》 第 15条条约

义务，在针对贸易不公平制定有
关新规则时也应遵循WTO原则。

默克尔表示，德中双方认可基
于规则的国际贸易，支持 WTO 原
则和规则。李克强总理访德期间，
我同他讨论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议定书》第 15条问题。德方认
为，欧盟应履行条约义务，致力于
找到符合 WTO 规则、对各国一视
同仁、对中国非歧视性的解决方
案。希望欧中之间的双边投资协定
谈判取得积极进展。

李克强对默克尔表示德国支
持欧盟履行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议定书》 第 15条条约义务表
示赞赏。

李克强同默克尔共同会见记者
德国支持欧盟履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议定书》第15条条约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