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市人民检察院业

务技术用房迁建项目智能化非涉密系
统工程已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以甬发改审批【2016】168 号文批准建
设，项目业主为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
察院，代建单位为宁波国际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招标代理机构为中冠工程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市
财政资金。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
该项目的施工进行资格预审。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工程地点：位于东部新城，南临百

丈东路，东至河清路，西、北两侧均靠
规划道路。

工程规模：总用地面约19685平方
米。

项目总投资：约2600万元。
招标控制价：25362034元。
计划工期:150 日历天（开工时间

以具体开工报告为准，同时满足总包
及各专业工程进度要求）。

招标范围：综合布线系统（非屏
蔽）、综合布线系统（屏蔽）、计算机网
络系统、安全防范系统、有线电视系
统、公共广播系统、信息显示及触摸屏
系统、排队叫号系统、一卡通系统、多
媒体会议系统、机房工程、楼宇自控系
统、能耗计量系统、大楼智能照明控制
系统、综合管路系统、UPS 电源系统、
防雷接地系统、检察院视频业务系统、
12309呼叫中心系统、电梯多方对讲系
统、保安对讲系统、人员去向管理系
统、车位引导系统、智能化系统集成平
台（IBMS）、电梯控制系统等，具体详
见施工图纸和工程量清单。

标段划分：1个。
质量要求：达到现行国家及行业

施工验收标准一次性验收合格,并通过
第三方技术检测机构的测试（安防系
统通过宁波市公安局技防办验收合
格），并配合施工总承包单位按国家和
行业施工验收规范一次性验收合格，
获“钱江杯”。

安全要求：同施工总承包单位安
全要求（施工总承包单位的安全等级
为合格，并获浙江省建筑安全文明施
工标准化工地）。

3．投标申请人资格要求
3.1申请人资格要求：
3.1.1申请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企

业营业执照；
3.1.2 申请人资质要求：申请人须

具备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
质或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与施工一体化
壹级资质（资质证书在有效期内），并在
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
能力；

3.1.3申请人如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
用信息管理系统中有施工信用等级的，须
具有C级及以上信用等级（以资格预审当
天所在季度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
系统的信息为准）；

3.1.4企业注册地在浙江省行政区域
以外的投标申请人已通过浙江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的备案登记；

3.1.5申请人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
用信息管理系统录入信息的，其相关内
容已经该系统审核通过，且在有效期内；

3.1.6申请人人工工资担保须在宁波
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显示：

①已在宁波市行政区域内审核通
过，②已在宁波市海曙区、江北区、鄞州
区任一一区审核通过。

3.2申请人拟派项目经理资格要求
3.2.1拟派项目经理资格须具备注册

建造师（含临时建造师，年龄须在60周岁
以下）一级，并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
合格证书（B证），注册专业机电工程；

3.2.2拟派项目经理须在宁波市建筑
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录入信息的，其
相关内容已经该系统审核通过，且在有
效期内；

3.2.3拟派项目经理要求无在建项目。
3.3 其他要求：①拟派项目经理在宁

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有项
目人员未解锁的视同有在建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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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在建筑市场活动中不得存在“弄虚
作假”的行为。

3.4申请人及拟派项目经理无不良行
为记录。

3.5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申请。
3.6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和拟派项

目经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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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人应在资格预审文件下载截止之前，将
招标文件最后一页《要求查询行贿犯罪记
录的申请函》填写完整并盖单位公章【并附
投标人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已
办理“五证合一”的单位无需提供)、法定代
表人和拟派项目经理身份证复印件，复印
件加盖法人章】交至招标代理人处，若投标
申请人逾期未提交的，视为放弃投标申

请，其投标申请将被拒绝。
3.7 其他必要合格条件：详见第三章

“资格审查办法”前附表第2.2条款。
4．资格预审方法
4.1 本项目采用的资格预审方法为有

限数量制。
4.2潜在投标人数量要求11家。
5．资格预审文件的获取
5.1 凡有意参加者，请于 2017 年 5 月 27

日至 2017 年 6 月 6 日 16 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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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资格预审文件。
超过上诉规定期限的，招标人将不予受理。

5.2 如有补充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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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资格预审文
件，有意参加投标的交易单位在网上下载资
格预审文件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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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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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
招标代理机构联系。

5.6未在网上下载资格预审文件的单位，
其资格预审申请文件不予受理。

5.7招标（资格预审）文件下载费用 300
元。

6．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递交
6.1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递交的截止时

间为2017年6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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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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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7．发布公告的媒介
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宁波日报、中国宁波
网、中冠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网站上发
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
代建单位：宁波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
代理单位：中冠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经办人：唐虹波、王玲
电话：0574-87977480

宁波市人民检察院业务技术用房迁建项目
智能化非涉密系统工程施工资格预审公告 2017年骆霞线北仑段 （K26+600—K30+300） 大

中修工程计划于 2017 年 6 月 10 日进行半幅封道施

工，工期为4个月，届时将对该施工路段进行交通管

制，请途经该路段的车辆、行人服从交管人员指挥，

安全通行，并请及早规划自己的出行路线，避免进入

该施工区域，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北仑区公路路政管理大队

北仑区交通警察大队

2017年骆霞线北仑段（K26+600—K30+300）大中修工程施工通告

为了旧城区改建公共利益的需
要，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
偿条例》《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与补偿条例》《宁波市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 等有关规定，
本人民政府依法作出郭巨街道凤山路
55幢等 8幢成片危旧房改造项目房屋
征收决定：仑房征决 〔2017〕 3 号。
现将该项目房屋征收有关事项决定如
下：

一、征收范围为老区委公房 （凤
山路 53号）、老区委公房 （凤山路 55
号）、老区委公房 （凤山路 57 号）、
老区委公房 （凤山路 59号）、原二轻
局公房 （凤山路 47号）、原二轻局公
房 （凤山路 49号）、原区直属单位公

房 （凤山路 86号）、原区直属单位公
房 （凤山路 92号）。征收房屋总建筑
面积约 6100平方米，征收总户数 103
户。

上述征收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
权同时收回。

二、房屋征收部门为北仑区 （开
发区） 房屋征收办公室，房屋征收实
施单位为郭巨街道办事处。

三、签约、搬迁期限为 60 日，
具体起止日期在房屋征收评估机构确
认后由房屋征收部门另行公告。

四、在规定的签约期限内达到
80%签约比例的，补偿协议生效。否
则，补偿协议不生效，房屋征收决定
效力终止。

五、本公告期限为 2 日，郭巨街
道凤山路成片危旧房改造项目房屋征
收决定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生效。

被 征 收 人 对 房 屋 征 收 决 定 不 服
的，可自征收决定生效之日起六十日
内向宁波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也可自征收决定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
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特此公告。
附件：北仑区人民政府关于郭巨

街道凤山路 55 幢等 8 幢成片危旧房改
造项目房屋征收决定的公告 （详见北
仑区人民政府网站或本项目征收现
场）

北仑区人民政府
2017年6月5日

北仑区人民政府关于郭巨街道凤山路55幢等8幢成片危旧房改造项目房屋征收决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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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通讯员
陈敏健） 昨天，家住灵桥小区的王
大妈打了一个电话，预约到了一个

“高、大、上”舞蹈室跳广场舞，这个
舞蹈室可容纳 30人，是市文化馆对
外开放的文化场馆之一。记者昨天
了解到，市文化馆为推动“一人一
艺”全民艺术普及深入进行，在“一
人一艺”云平台整合了各区县（市）
文化馆及“一人一艺”全民艺术普及
社会联盟机构的 100多个文化场馆
免费提供给广大市民使用。

记者看到，在云平台“场馆预
订”板块，汇集了 30 多家文化单位
的场馆信息，内容有场馆介绍、场地
介绍、预约电话、使用时间等。其中
场地介绍非常详细，不仅有面积大
小、适合人数，还有场地的装修情

况、音响、空调配置等，数张高清图
片将场地一目了然呈现在大家面
前。市文化馆作为“一人一艺”的牵
头单位，推出了群星展厅、117 艺
术馆和两个舞蹈房 4个场地。作为
基层文化单位的余姚市泗门镇文化
艺术中心共推出体质检测室、乒乓
球室、图书室、舞蹈教室、电子阅
览室等场地。据市文化馆有关负责
人介绍，截至目前，云平台整合了
市文化馆、各区县 （市） 文化馆和
部分乡镇街道文化艺术中心的文化
场馆 80 余个。这些场馆是公益性
文化机构，场地除了本单位组织公
益活动，其他时间全部免费开放，
广大市民可就近打电话预约或注册
后手机预约。

另据了解，云平台还整合了

“一人一艺”全民艺术普及社会联
盟机构 10 余家单位。恒宏艺术培
训学习有关负责人说，他们学校学
生上课之余，场地有一部分时间闲
置，拿出来供附近市民免费使用，
既可以推动“一人一艺”全民艺术
普及工作，还可以获得周围群众的
好口碑，何乐而不为？记者看到，
宁波顶尖时尚学院提供了它的 1号
教室，该教室面积 200 余平方米，
可容纳 50 余人同时上课，或用于
舞蹈彩排、模特走秀、小品、情景
剧等节目彩排，免费使用时间是
10 点至 18 点。21 新艺术培训学校
将两个综合教室、两个跆拳道教室
提供给广大市民免费使用，可以免
费使用的时段是上午。

据市文化馆有关负责人介绍，

云平台还在不断完善，还有更多基
层文化艺术中心将整合进来。此
外，入驻的社会联盟机构现在只有
10多家，还有100多家将陆续参与
这项公益活动。

100多个文化场馆免费向市民开放
点点鼠标或打个电话可预约使用

本报讯（记者崔小明）“山高
水长”中国画展 6 月 3 日在和丰创
意广场华珍门艺术馆开幕，展出水
墨意笔人物画大师吴山明及其夫人
高晔、儿子吴扬、女儿吴高岚的

100 余幅精品力作。此次展览将持
续到本月25日，向市民免费开放。

据了解，吴山明是当代浙派意
笔水墨和中国人物画的代表性人
物，其绘画贯通传统与现代，融汇

人物与山水，形神并至，笔境兼
夺。此次也是吴山明先生时隔五年
后再次来到宁波办展，展出了此前
从未公开过的新作名人系列和瓷板
画，颇受甬城艺术界人士关注。

一家四口，完全不同的风格。吴
山明的夫人高晔的画，以幽兰、墨竹居
多，而他的儿子吴扬的人物画多了一
些现代气息，女儿吴高岚的人物画则
富有古典的韵味。吴扬在接受采访时
说，一家人开展览就像开大派对，各种
风格大家喜欢就好。“我认为艺术家都
是独立的，严格意义上没有子承父业
这一说法。父亲生活中是个很宽容的
人，但在艺术上要求很高，他很强调中
国画一定要以笔墨来造型。”

浙派人物画大师吴山明在甬开画展

本报讯 （记者南华 通讯员
孙艺馨 毕小艳） 昨日，由我市影
视企业——浙江年轮映画文化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与芒果影视、芒果
TV 联合共同出品的青春励志电视
剧 《路从今夜白》，在象山举行全
国媒体探班活动。该剧导演顾赟赟
携青春偶像主演安悦溪、陈若轩、
罗予彤、魏哲鸣、匡牧野、王玲玉
等悉数亮相，并现场拍摄了一场浪
漫的海边婚礼。

该剧改编自网络作家墨舞碧歌
的同名小说，讲述了极具绘画天赋
的美术系天才顾夜白和暖萌少女路
悠言之间难分难舍的纯洁爱情故
事。该小说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
后，因真实细腻地刻划了年轻人的

感情世界，而风靡全国各高等校
园，故电视剧尚在拍摄就已受到湖
南卫视的青睐，将于今年 9月在湖
南卫视晚间档王牌栏目“青春进行
时”独家播映。

在探班现场，导演顾赟赟告诉
记者，一众主创都很敬业，有一场
落水戏接连拍了 6个小时，所有人
毫无怨言，让他很感动。毕业于北
京舞蹈学院的当红小花安悦溪饰演
女一号路悠言，她曾在电视剧《花
千 骨》 中 饰 演 伶 俐 可 爱 的 “ 糖
宝”，她已多次来宁波拍戏。男一
号顾夜白由青年实力演员陈若轩饰
演，陈若轩是第一次来宁波，他说
宁波空气好、海鲜好、人更好，非
常热情。

据年轮映画董事长朱俊澎介
绍，该剧今年 4月在宁波开机，全
程在宁波取景拍摄，很多镜头在宁
波的诺丁汉大学、万里学院、浙江
理工大学等完成。今后，公司还将
开拍系列青春偶像剧。

《路从今夜白》开放全国媒体探班

本报讯 （记者林海 通讯员
陈锡俊） 6月3日，宁波市第四届

“斯博特”杯中小学生轮滑联赛第
二站在洞桥镇中心小学举行。来
自全市 79 所学校的 350 名运动员
参加了比赛，此次比赛新增了幼
儿组别，规模创下历史之最。

比赛由宁波市体育局主办，
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市体育竞
赛中心、宁波斯博特轮滑俱乐部

等单位承办，赛事设幼儿组、少
儿甲、乙、丙、丁、戊、己等 7
大组别的角逐，参赛选手中年龄
最小的仅 4 岁。最终，在第二站
的 28 个项目与 6 项接力赛中，东
道主洞桥镇中心小学夺得 11块金
牌计 327 分，两站结束总积分依
然列第一位，德培小学和洪塘中
心小学名列二三位。第三站于今
年7月8日在北仑区进行。

宁波市中小学轮滑联赛举行

●由宁波市体育局、宁波市
教育局主办的 2017“海创杯”宁
波市青少年七人制足球赛女子组
比赛昨天在杭州湾新区体育公园
落幕。奉化队以全胜战绩获得本
次比赛第一名，宁海队、余姚队

分获二、三名。慈溪队、象山队
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王云晓等
12 名球员获得个人体育道德风尚
奖。其中刚刚入选 U14 国少队的
王婷婷率领奉化队以五战全胜的
战绩夺冠。（姬联锋 俞学丰）

图为比赛镜头。 （陈锡俊 摄）

●城市文化交流平台“周六
悦读沙龙”第 53期将于 6月 10日
上午 9 时在鄞州书城举行。届时，
被称为“中国犯罪心理小说第一
人”的雷米将与读者探寻“人性的
力量”。想参与的读者可以到鄞州
书城、悦读时光书吧及百丈书店领

取免费入场券。雷米，中国刑事警
察学院副教授、犯罪学博士、专业
技术二级警督。以《心理罪》 系列
小说开创犯罪心理类型小说的新
高度，同名电影将于年内上映。
推理悬疑新作 《殉罪者》 已出
版。 （许静杰）图为探班现场。 （记者 徐能 摄）

据新华社成都 6 月 5 日电
（记者许茹 杨迪） 由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四川省政府主办的

“2017 中国成都·金砖国家电影
节”将于 6月 23日至 27日在成都
举行。届时，中国、巴西、俄罗
斯、印度、南非将分别推荐 2 部
影片参赛，2部新片和2部经典老
片参展。其中中国电影 《七月与
安生》、印度电影 《湖上的女人》

等作品将角逐最佳影片大奖。
电 影 节 为 参 赛 影 片 设 置 了

“熊猫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
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和评委会特
别奖项。评委会由五国知名电影人
担任，中国导演谢飞将担任评委会
主席。成都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副局长林锦泉介绍，参赛影片是
2015年、2016年出品的新片，代表
了各国电影发展的最新成就。

“金砖国家电影节”将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