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启事
遗失正本提单 1 份，船

名 航 次 ANTHEA Y/
010W， 提 单 号 OL-
CNGB1704412，声明作废。
宁波瑞孚进出口有限公司

遗 失 REYNOLD
LOGISTICS LIMITED 提
单 1 份 ，单 号 HRYSE7
04169， 船 名 SALLY
MAERSK，航次 1707，声明
作废。翘运国际货运有限公
司宁波分公司

遗失对外贸易经营者
备案登记表壹份，号码为
02346427，声明作废。余姚
舜寰流量仪表有限公司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证
号 ：D330750922，声 明 作
废。 薛恩鑫

遗失货运从业资格证，
证 号 ：
34112419890626681X,声明
作废。 李伟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证
号：P330617265，声明作废。

刘俊彦

遗失宁波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余姚分局于 2011 年
4 月 25 日核发的个人独资
企业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330281000161593），声明作
废。余姚市文荣洁具厂

遗失朝阳新村 31 号 6
幢 202 室，私有住宅房屋征
收货币补偿协议 1份，编号
海政 201531- 037，被征收
人吴建跃，声明作废。

吴建跃
遗失 残 疾 证 ，号 码 ：

33020619480730343744，声
明作废。 史定海

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一本，
代码：78676857-1，声明作
废。宁波市鄞州集士港天驰
塑料涂装厂

遗失社会保险登记证
副 本 一 本 ，工 商 注 册 号
330204000196332，声 明 作
废。宁波惟森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

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
一本，证号为：象地税登字
330225316996975 号 ，声 明
作废。宁波迅雷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

遗失开具给宁波市鄞

州双梦服饰有限公司一张

中国银行转账支票，支票号

码为 10409221 07800916，

金额为人民币 306748.02，

出票日期是 2017 年 5 月 22

日，声明作废。宁波狮丹努

进出口有限公司

遗失 叉 车 证 ，号 码 ：

TS6GZLS3147，声明作废。

李忠祥

遗 失 编 号 为

B33000355000040 的 记 者

证，声明作废。 杨绪忠

遗失正本提单一套，船

名：COSCO HOPEV，航

次 ：026W，箱 号 ：CS-

LU2319772，提单号：CO-

SU6145567590，目 的 港 ：

GEBZE，声明作废。万华化

学（宁波）能源贸易有限公

司

遗失浙江省农村养老

保 险 证 壹 份 ，号 码 ：

0500169002， 身 份 证 ：

330205196903263925，声明

作废。

王雪珍

遗失宁波市市三区国
家直管公有住房租赁合同
一份，名字：娄文伟，地址：
慈城镇莫家弄 15号，丘号：
972008，房号（2-1）（2-），面
积31.5平方米，声明作废。

遗失消防安全检查合
格证壹份，证号为：甬公海
消安检许字（2011）第 0061
号。声明作废。宁波梦在甬
江娱乐有限公司

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
执 照 副 本 一 份 ，注 册 号 ：
33023600054672，经 营 者 ：
朱豪杰，声明作废。宁波市
海曙老朱川菜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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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城发行站慈城发行站 竺巷东路竺巷东路3333号号 8759147587591475

接待处接待处：：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901901号号
宁波日报广告部宁波日报广告部 联系电话联系电话：：8768219387682193

时间时间：：周一至周五周一至周五 上午上午９９0000——11110000 下午下午14140000——17170000

丽园发行站丽园发行站 薛家南路薛家南路8888弄弄2020号号 8818589388185893
宋诏桥发行站宋诏桥发行站 宋诏桥路宋诏桥路55号号 8784228987842289
高新发行站高新发行站 海棠路海棠路9494号号 8791222987912229
江北发行站江北发行站 生宝路生宝路7070号号 8767600587676005
鄞东发行站鄞东发行站 四明中路四明中路9393号号 8811706188117061
鄞西发行站鄞西发行站 鄞县大道西段鄞县大道西段834834号号 8825479888254798

１.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广播电视大学校园维修改造项目总承

包已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17】214
号文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建设资金
为 市财政资金及自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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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公开招标。

２.工程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 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内。
建设规模:室内外维修改造建筑面积约 15000 平方米，

市政管网和路面改造面积约 8100平方米，景观绿化改造面
积约2300平方米，操场改造面积约6000平方米。

工程总投资：1740万元。
招标工程最高投标限价：本次招标的最高限价为 1740

万元（包含工程勘察费、设计费、工程费、管理费等费用），凡
高于最高限价的报价为无效标。其中：①工程费不得超过
1700万元，否则视为无效标；②工程设计费计费基础为投标
人概算中的工程费，勘察设计费的取费标准参考《工程勘察
设计收费标准》（2002年修订本）并自行报价，勘察费设计费
的投标报价不得高于40万元，否则视为无效标。

招标范围：本工程包括方案、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及
相关的勘察、测绘、工程所有材料设备的采购和保管、工程
设计范围内的所有工程施工、地下管线排摸分析、保修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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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日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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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①须具
备建筑行业（建筑工程）设计专项丙级及以上资质或建筑行
业设计丙级及以上资质或工程设计综合资质；②建筑工程
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或具备上述①和②资质的联
合体。

3.2项目经理的资格要求：国家二级注册建筑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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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二级注册建筑师（联合体
投标的，由联合体牵头人派出，与项目经理可以为同一人）。

施工负责人的资格要求：建筑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二
级及以上资格（含临时建造师，临时建造师年龄需在60周岁
以下），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证）（联合体投标的，由承担
施工任务的单位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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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
项目经理、设计负责人、施工负责人不得为失信被执行人。
招标代理人对投标人、项目经理、设计负责人、施工负责人
失信信息进行查询（具体以开标当天“信用中国”网站查询
为准），若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则否决其投标。若在开标当天
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无法查询且一时无法恢复的，可在中
标公示期间对中标候选人进行事后查询，如中标候选人为
失信被执行人的，则取消中标候选人资格，本项目重新招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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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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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承担施工任务的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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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人工工资担保须在系统中显示：①已在宁波市行
政区域内审核通过(适用于企业注册地为宁波大市范围内的投
标人)；②已在宁波市海曙、江北、鄞州任一区审核通过(适用于
企业注册地为宁波大市范围外的投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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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牵头人应为承担设
计任务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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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7 年 6月 15日至 2017 年 7

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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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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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及账号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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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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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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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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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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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6日 09 时 30

分，地点为宁波市行政服务中心4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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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日至2017年7月3日。
6.2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日报、中国宁波网和宁

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上发布。
７.投标担保
7.1 金额：人民币叁拾肆万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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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876692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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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截至时间 2017年 7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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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74-870112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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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广播电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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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7882690，87384499
传真：0574-81896118

宁波广播电视大学校园维修改造项目总承包招标公告
交易登记号：E330205000000286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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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伦敦 6 月 19 日电
（记者桂涛 王子江） 英国首相
特雷莎·梅 19 日说，将召开内
阁紧急安全会议处理当天凌晨
伦 敦 发 生 的 货 车 冲 撞 行 人 事
件。她表示，警方正在将这一事
件作为“可能的恐怖袭击”处
理。

英国警方表示，这起于当天

凌晨发生在伦敦北部芬斯伯里公园
清真寺附近的货车冲撞行人事件已
造成1人死亡、10人受伤。一名48
岁男子在事件中被捕。目前现场已
被警方封锁。

英国穆斯林委员会在推特上发
布消息说，当时货车撞入正在离开
清真寺的人群，这辆货车“故意”
冲撞行人。

伦敦发生货车冲撞行人事件
英首相：“可能的恐怖袭击”

美军战机 18 日在叙利亚境
内击落一架叙利亚政府军战机并
致飞行员失踪，这是 2011 年叙
利亚国内冲突爆发以来美军首次
击落叙利亚战机。美国军方称，
美军行动出于“联合自卫”考
虑，以保护在叙利亚地面作战的
友军。叙利亚方面谴责这一做
法，称美军目的就是削弱叙利亚
政府军的行动力量，私心昭然若
揭。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陈立希

“联合自卫”

事发 18 日下午，美军 F－18
“超级大黄蜂”战机在叙利亚北部
重镇塔卜卡不远处击落叙利亚政府
军一架苏－22战机。

美国设在伊拉克的打击“伊斯
兰国”总部发表声明说，美军“超
级大黄蜂”战机发起军事打击前，
叙利亚政府军的苏－22 战机朝这
一区域扔下炸弹，炸弹落点邻近美
方在地面的友军。

美方所指友军为叙反对派武装
“叙利亚民主军”。“叙利亚民主
军”本月初发起对“伊斯兰国”在
叙大本营拉卡的总攻，在塔卜卡的
战事胶着已有一周时间。

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讲述事件
经过称，亲叙利亚政府军的武装袭
击了“叙利亚民主军”的据点，致
伤多人，迫使“叙利亚民主军”撤
离。为了保护友军，美方领导的打
击“伊斯兰国”联军战机现身，唬
退了亲叙利亚政府军的武装。与此
同时，美方把塔卜卡的这一状况告
知了俄罗斯，希望俄方能够控制住
局面，避免交火。然而，数小时
后，叙利亚政府军一架苏－22 战
机出现在这一空域，把炸弹扔到了
美方友军的附近，“超级大黄蜂”
出于“联合自卫”发动打击。

无意开战

美军声明强调，美军发起军事
打击是出于“联合自卫”考虑，无意
与叙利亚政府军或俄罗斯开战。

“联军任务是击溃伊拉克和叙
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声明
称，“联军无意与叙利亚政府军、
俄罗斯或他们的友军开战，但也绝
不会在保护联军和友军免受威胁这
一立场上有所迟疑。”

本月 8 日，美军战机在叙利亚
南部击落一架无人机。美方当时称，
无人机可能关联亲叙利亚政府军的
黎巴嫩真主党，携带有武器且飞行
轨迹接近美方友军，构成直接安全
威胁。此外，美军还多次在叙利亚境
内袭击了亲叙政府军的武装。

美方友军“叙利亚民主军”是一
支“杂牌军”，由叙利亚阿拉伯人和
库尔德人组成，其中“人民保护部
队”是主要力量，被美方视作打击

“伊斯兰国”的靠谱伙伴，美军一直
在向“人民保护部队”提供武器装备

和军事训练。不过，“人民保护部队”
被指关联土耳其反政府武装，被土
耳其认定为恐怖组织。

背后争夺

就美军击落叙方战机，叙利亚
国家电视台报道，叙利亚战机已经
坠毁，飞行员失踪。

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援引叙利亚
军方声明报道，美方攻击发生在叙
利亚政府军及其盟友打击“伊斯兰
国”取得战果之际，摆明了是想削
弱军方作为反恐“唯一有效力量”
的行动能力。

叙利亚政府军在阿勒颇东部打
击“伊斯兰国”的战事中收复不少
失地，眼下同样投入对拉卡的总
攻，从“伊斯兰国”武装人员手中
夺回了不少油田和村庄。

与此同时，路透社报道，在叙
利亚西南部地区，叙利亚政府军与
伊朗支持民兵武装联手，在与美方
支持的反对派武装抢夺“伊斯兰
国”撤离后留下的地盘。

美军首次击落叙利亚战机

新华社德黑兰 6月 19日电
（记者穆东） 据伊朗媒体 19日报
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日晚
从伊朗西部的克尔曼沙阿省和库
尔德斯坦省军事基地发射多枚地
对地导弹，打击位于叙利亚东部代
尔祖尔地区的恐怖分子目标。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伊朗
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的声明说，
此举是“回应恐怖分子 7日在首

都德黑兰犯下的罪行”，已成功打
击设定的目标。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次行动
共发射 6枚中程弹道导弹，但未公
布导弹具体型号。

7 日，位于德黑兰的伊朗议会
大楼和德黑兰南部的伊朗已故最高
领袖霍梅尼陵外分别发生恐怖袭击
事件。两起恐怖袭击事件造成 17
人死亡、52人受伤。

伊朗发射导弹
打击叙境内恐怖分子目标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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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总统文在寅 18 日下午向
康京和颁发外交部长官任命书。文
在寅这一人事任命没有理会韩国国
会的意见，国会方面先前未能通过
康京和的人事听证报告。

韩联社指出，康京和既是“火
线上台”的文在寅政府首任外长，
也是韩国首位女外长，所面临的外
交挑战不少，包括朝核危机、韩日

“慰安妇”协议等。

存争议
康京和曾任韩国外交部局长，

2006 年起供职于联合国，今年起
出任联合国秘书长政策问题特别顾

问，是在联合国工作的韩国女性中
职位最高的外交官。

韩联社指出，虽在联合国供职
多年，康京和是自 2003 年以来首
位“非科班出身”的外长，即没有
通过外务考试。

此外，康京和先前被曝出了履
历污点，包括 2000 年为了让大女
儿就读名校而假报住址、逃税等。
她5月29日承认假报住址一事，并
向公众致歉。只不过，文在寅力挺
她出任外长一职。

韩国国会本月 7日就康京和的
外长提名举行听证会，原本定于
14 日截止期限前发布是否批准康
京和任命的最终报告。但这一报告
至17日仍未通过。

韩国在野党阵营先前暗示，如

果总统不理会国会意见、直接任命
康京和为外交部长官，在野党阵营
将“还以颜色”。

挑战多

韩联社分析，韩国外交如今正
值“多事之秋”，康京和上台后面
临的挑战不小。

文在寅定于 6月下旬飞往华盛
顿，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举
行首次会晤。韩联社指出，这场首
脑会谈可能因“萨德”环评、韩美
自贸协定、驻韩美军驻扎费分担等
悬而未决的议题而传出不和谐音，
而会前的协调至关重要，也是康京
和面对的第一场考验。

就朝核问题，如何协调韩美两

国的步调也备受关注。文在寅政府
希望在制裁施压的同时营造对话氛
围，而美方此前强调“先无核化、
后对话”的立场没有变。

韩联社说，康京和虽在联合国
供职多年，却鲜有处理朝鲜及朝核
问题，韩国外交部能否在政府内部
的朝核议程中充分行使话语权也是
未知数。

康京和此前一直作为人权及
人道主义专家活跃在国际舞台，
她将如何解决“慰安妇”问题备
受关注。她曾在国会人事听证会
上强烈批评前任政府与日本达成
的慰安妇协议。韩联社指出，鉴
于日本安倍政府拒绝重谈“慰安
妇”问题，修复韩日关系的难度
不小。

获“强行任命”

韩国首位女外长面临“大考”

6月18日，在发生森林大火的葡萄牙中部地区，消防员奋力救火。
葡萄牙内政国务秘书若热·戈梅斯 18日说，在葡中部地区森林火灾

中丧生的人数已升至 62人，另有 54人受伤。葡萄牙政府已宣布国家进入
紧急状态，并从18日开始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新华社/路透）

葡森林火灾
死亡人数升至62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