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姚江二通道（慈江）工程-堤防整治及

沿线闸泵（江北段）I标已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
（甬发改审批〔2016〕408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宁波
市江北区慈城镇人民政府，建设资金由市、区两级政府
财政解决，出资比例为 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
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位于宁波市慈城镇。
工程等别：Ⅲ等工程，主要建筑物包括堤防、泵站、

桥梁、水闸、闸站等为3级建筑物。
工程内容与规模：Ⅰ标段工程范围为慈江大闸～堵

江沿闸，慈江中心桩号 K0+250～K3+585，主要建设内
容包括堤防加高 6.76km，堤防整治 0.06km，堤防护脚加
固0.20km，堤防植生毯护坡加固2.30km，新（扩）建闸泵
2座，防洪加高闸泵4座。

项目总投资：约46715.07万元。
招标控制价（即：最高投标限价）：86853902元。
计划工期：720日历天且2018年主汛期前达到下部

通水要求。
招标范围：施工图纸范围内的姚江二通道（慈江）工

程-堤防整治及沿线闸泵（江北段）I 标（不含闸泵自控
系统、不含水泵及配套设备采购）（详见工程量清单及施
工图）。

质量要求：本工程质量等级标准为合格,并要达到
国家验收规范合格标准。

安全要求：达到水利工程建设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
要求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总承包贰级及以上资质。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和安全生
产许可证。

3.2投标人类似工程施工业绩：自2014年1月1日至
今（以完（竣）工验收鉴定书或完（竣）工质量监督报告出
具的时间为准）完成过单项合同造价达 5000 万元河道
整治及泵站流量≥10m3/s的工程业绩。

3.3拟派项目负责人应持有水利水电工程注册建造

师贰级及以上注册证书，并在投标截止日不得在其他任
何在建合同工程中担任项目负责人。其他在建合同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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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自 2012 年 1 月 1 日以来，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
人、拟派项目经理经宁波市人民检察院查询无行贿犯罪
记录。

3.5项目技术负责人应持有水利水电工程注册建造
师贰级及以上注册证书，且具有水利水电工程师及以上
技术职称。

3.6 项目安全员、质检员和施工员应持有省级及以
上水行政主管部门颁发或认可的上岗证。

3.7投标人的“三类人员”（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
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持有省级及以上行
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A、B、C
证）；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不少于2人。

3.8拟派项目组主要人员（指项目负责人、项目技术
负责人、质量负责人、安全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安全员、质检员、施工员）必须已在“浙江省水利建设
市场信息平台”上公示，外地进浙施工企业的委托代理
人必须是在“浙江省水利建设市场信息平台”上已经公
示的授权委托人。（以开标当日资格评审时在网上查询
的结果为准）

3.9投标人和拟派项目负责人、项目技术负责人、质
量负责人、安全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
员、质检员、施工员已在投标截止时间之前在宁波市水
利局网站 “宁波市水利市场建设信用信息平台” 上
公示（以开标当日资格评审时宁波市水利局网站公示栏
查询结果为准）

3.10 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无不良行为记录
（不良行为记录界定的范围为：被国家级、浙江省级、宁
波市级、工程所在地县级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发文有不良
行为且处在公告期内；不良行为公告记录认定：按照浙
水建[2010]33号文的相关规定；以开标当日资格评审时
在相关部门的官方网站查询的结果为准）。

3.11 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未被列入宁波市
公共资源交易“黑名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黑名单”
的界定：被列入黑名单记录公告平台且处在公示期内，
以开标当日资格评审时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
站查询的结果为准）

3.12 拟派项目组主要人员（指项目负责人、项目技
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安全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安全员、质检员、施工员）应为投标人本单位正式
员工，并提供 2017年 3月份、2017年 4月份、2017年 5月
份连续三个月的社保机构出具的投标人为拟派项目组
主要人员缴纳的社保缴纳证明。

3.13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不得
为失信被执行人。招标代理人对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
人、拟派项目负责人失信信息进行查询（具体以开标当
天“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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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本次招标不接受（接收或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15投标人对招标文件异议截止时间：2017年 7月

17日16时。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7 年 7 月 10 日到

2017年7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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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预审）文件下载费用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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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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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投标保证金
5.1
形式①：银行电汇或银行汇票直接缴入以下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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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保证金到账截止日期：2017年7月28日16时（北京

时间，以资金到账时间为准）。
6.投标文件的递交
6.1投标（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2017年

8月 1日 9时 30分，地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宁波
市江东区宁穿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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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宁

波日报和宁波市水利局网站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人民政府
地址：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解放路8号
联系人：王工
电话：0574-87591745
招标代理人：宁波德信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姚隘路796号东城国际5楼
联系人：季双喜
电话：13566059577 传真：0574-27902515

姚江二通道（慈江）工程-堤防整治及沿线闸泵（江北段）I标招标公告
交易登记号:N3302050000002964001

标段号

001

金额 （元整）

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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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有限公司科技
支行

银行账号

357171309230

１.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姚江二通道（慈江）工程—堤防整治及沿线闸泵

工程（慈城监理标）已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会员以甬发改审批
〔2016〕408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人民政
府，建设资金由市、区两级政府财政解决。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
现对姚江二通道（慈江）工程—堤防整治及沿线闸泵工程（慈城监
理标）进行公开招标。

２.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工程地址：位于宁波市慈城镇。
2.2工程等别：Ⅲ等工程，主要建筑物包括堤防、泵站、桥梁、

水闸、闸站等为3级建筑物。
2.3工程内容与规模：工程起点为慈江大闸，终点为宁慈中路

区段（慈江中心桩号 K0+250-K9+350）。本工程建设主要包括堤
防加高 16.1 公里、河道整治 2.3 公里、桥梁改造 5 座、新建水闸 3
座、新建泵站2座、新建闸站4座、闸站加高9座。

2.3.1项目总投资：约76092.58万元；
2.3.2工程概算投资额：约46715.07万元；
2.3.3质量控制目标：同施工质量要求；
2.3.4安全控制目标：同施工安全等级要求；
2.3.5进度控制目标：同最晚施工标段工期要求；
2.3.6监理服务期：自签订监理服务合同之日起，至监理范围

内所有项目通过完工验收并保修期满止（其中：缺陷责任期24个
月）。

2.3.7招标范围：施工图纸范围内的河道整治、堤防加高、桥梁
改造、新建水闸、新建泵站、新建闸站、闸站加高等施工全过程监
理（含设备监造）和保修期监理服务。

2.3.8标段划分：1个标段。
３.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投标人应持有有效营业执照，具有水利部颁发的水利工

程施工监理乙级及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
应的监理能力。

3.2 类似工程业绩要求：投标人 2014 年 7 月 1 日至今（以完
（竣）工验收鉴定书或完（竣）工质量监督报告出具的时间为准）完
成过单项合同建安造价达 5000万元及以上的河道整治工程监理
业绩和泵站流量≥10m3/s的监理业绩。本条业绩证明材料要求提
供下列内容，中标通知书或监理合同、项目业主或行政主管部门
出具的完（竣）工验收鉴定书或质量监督机构出具的完（竣）工质

量监督报告。若上述业绩证明材料无法直接认定工程规模、特征
等的，还应提供有关部门的初步设计批复或施工图纸为依据，否
则业绩不予认可。

3.3人员要求：
拟派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必须持有效的监理工程师（水工建筑

专业）资格证书，且具有水利工程相关专业的高级工程师及以上
的技术职称证书及全国水利工程建设总监理工程师岗位证书；男
的年龄在60周岁以下，女的年龄在55周岁以下；且应为投标人本
单位正式员工，并提供 2017年 4月份、2017年 5月份、2017年 6月
份连续三个月的社保机构出具的投标人为拟派项目组主要人员
缴纳的社保缴纳证明。

拟派水工建筑专业监理工程师必须持有效的监理工程师（水
工建筑专业）资格证书；

拟派水工专业监理员必须持有省级及以上行政主管部门颁
发的监理员岗位证书。

上述 3类监理人员在投标截止日都不得有在监项目（在监项
目的界定按浙水建【2011】37号执行）。否则将被取消投标资格，并
追究相关责任。

其他监理人员：机电设备安装专业监理工程师、安全监理人
员、测量专业监理工程师、水土保持专业监理工程师，投标人应在
工程实施期间根据业主要求和工程实际进度要求配备，投标时不
作强制要求。

3.4投标人及其拟派总监理工程师无不良行为记录（不良行
为记录界定的范围为：被国家级、浙江省级、宁波市级、工程所
在地县级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发文有不良行为且处在公告期内；
不良行为公告记录认定：按照浙水建[2010]33 号文的相关规定；
以开标当日资格评审时在相关部门的官方网站查询的结果为
准）。

投标人及其拟派总监理工程师未被列入宁波市公共资源交
易“黑名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黑名单”的界定：被列入黑名
单记录公告平台且处在公示期内，以开标当日资格评审时在宁波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查询的结果为准）。

3.5 2012年7月1日至今，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
总监理工程师经宁波市人民检察院查询无行贿犯罪记录。投标人
应在投标报名截止时间之前，将招标文件最后一页《要求查询行
贿犯罪记录的函》填写完整并盖单位公章[附投标人营业执照副
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如已办理五证合一的单位，无需提供）、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拟派的项目总监理工程师身份证复印件]交至（或
快递至）招标代理人，逾期未提交的，招标人将不予受理其投标文
件。

3.6 投标人及拟派参与本项目的从业人员【系指拟派项目总
监理工程师、拟派水工建筑专业监理工程师、拟派水工专业监理
员】已在投标截止时间之前在宁波市水利局网站“宁波市水利市
场建设信用信息平台”上公示相关信息（以开标当日资格评审时
宁波市水利局网站公示栏查询结果为准）。

3.7 根据浙水建【2013】31 号文件规定，投标人及拟派参与本
项目的从业人员【系指拟派项目总监理工程师、拟派水工建筑专
业监理工程师、拟派水工专业监理员】应当在浙江省水利工程建
设市场信息平台（http://js.zjwater.gov.cn/）上登记相关信息（以开
标当日资格评审时在网上查询的结果为准）；外地进浙水利监理
企业的授权代表人必须是在“浙江省水利工程建设市场信息平
台”上已经公示的授权委托人。

3.8 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不得为失信被
执行人。招标代理人对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
失信信息进行查询（具体以开标当天“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
itchin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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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本次招标不接受（接受或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４.资格审查方式：资格后审
5.招标文件的获取
5.1投标人对招标文件异议截止时间：2017年7月21日17时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7年7月14日到2017年8月2日

16 时（以下载时间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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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招标（资格预审）文件下载费用300元。
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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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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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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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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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式①：银行电汇或银行汇票直接缴入以下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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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保证金到账截止日期：2017 年 8 月 2 日 16 时（北京时间，

以资金到账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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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4 日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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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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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宁波日报

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人民政府
地址：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解放路8号
联系人：王工
电话：0574-87591861
招标代理机构：宁波德信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姚隘路796号东城国际5楼
联系人：季双喜
电话：13566059577
传真：0574-27902515

姚江二通道（慈江）工程—堤防整治及沿线闸泵工程（慈城监理标）招标公告
交易登记号:N3302050000002983001

标段号

001

金额(元整)

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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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371311533

近年来，农行宁波市分行营业
部营业中心持续推进网点转型，改
善客户体验，提升服务品质，打造
了宁波市民心中有良好口碑的银
行。连续三届获评“中国银行业文
明规范服务千佳示范单位”，并在
2015 年 被 中 国 银 行 业 协 会 评 为

“中国银行业文明规范服务百佳示
范单位创建优秀奖”。今年，该网
点以争创“中国银行业百佳网点”
为契机，凝聚全员力量，进一步推
进了业务发展和服务文化建设。

场景化“悦”读，书香农行

营业中心不断提升网点人文底
蕴，结合“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的城市特点，以“书香”作为网点
特色创建的主题，逐步构建起面向
网点客户开放的“书港”，搭建了

“业务经营与员工发展、网点转型

与客户成长”齐生共长的新平台。
网点通过购置书架，添置图书

营造人文气息，并开展“书香飘大
堂 ”“ 书 香 落 案 头 ”“ 书 香 在 手
中”“书香心中留”等一系列活
动，引导客户放下手机，打开书
本，用心“悦”读，让客户的等待
变成了惬意休闲的时光。

网点的书籍，有脍炙人口的畅
销书，有富涵深意的历史名著，也有
按月更新的时尚杂志，丰富的种类
满足了不同客户的需求，软化温和
了营业大厅刚性、刻板化的氛围。

体验式服务，情满农行

营业中心多年来始终坚持细
节服务，用至诚之心迎接着每一
位 客 户 。 推 行 “ 微 笑 服 务 ” 理
念，列队微笑开门迎客是一天优
质服务的开端；开展“微笑点亮
服务”主题系列活动，进一步深
化服务内涵；定制家庭专属理财
计划，实现“一站式”贴身理财
服务。

将 人 性 化 服 务 理 念 付 诸 行
动，大厅设置爱心加水点，夏季免
费供应冷饮，因时制宜配备特色饮
品；银行门口铺设残疾人通道，明
示爱心服务窗口，助盲卡、盲文密
码键盘、语音报数点钞器等设备一
应俱全，为听说障碍人士提供手语
服务，全程帮助残障客户。

提供温馨的服务体验，通过节
日祝福、疾病慰问、礼品馈赠、沙
龙活动，落实“一对一”的持续跟
踪服务，让客户真正体会到营业中
心温暖的亲情服务。

智能化交互，智慧农行

营业中心全面优化服务产品、
业务办理流程，重新合理规划布局，

切实服务便利客户，打造宁波分行
智慧新概念网点。配备智能“超级柜
台”，为客户办理自助开卡、电子银
行签约、基金理财等9类57项产品，
有效提升柜面服务效率5-8倍。

增加预约叫号功能，支持客户
通过门户网站、手机银行等渠道进
行预约叫号；配备区域首台硬币兑
换机，极大地改善了现金流通环
境，为区域同行、个体工商户等客
户解决硬币兑换速度慢、时间长、
排队难的困局。

投入使用 3D 全息贵金属展示
机，在防范风险的基础上，实现全
方位、多角度、直观立体地为客户
展示农行贵金属产品。网点的高科
技和智能化服务使客户感受到安全

与便捷的高端服务体验。

个性化创新，惠民农行

营业中心始终将“便民、惠
民、利民”作为网点夯实普惠金
融，勇担农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抓
手，积极推进网点惠民工程。便民
设施配备齐全，大厅内实现了网点
WIFI 全覆盖，客户服务区配备急
求包、老花镜、手机加油站、宠物
安置箱等便民设施；在贵宾服务区
专设冰吧、咖啡机等服务设施，给
客户宾至如归的感觉。

开创特色服务模式，深入企业
开展“金融服务走一线”等主题宣
讲活动，量身定制综合服务方案；

配合宁波市政府落实文化惠民项目，
推广宁波文化卡；研发企业特色融资
产品，破解小微、三农企业融资瓶
颈。

利民服务渠道多样。开设市公积
金和市级社保卡业务专柜，利用移动
柜台为企业职工、校园师生以及老弱
病残孕等特殊人群提供无时间和地域
限制的“延伸服务”，铺设农行专属

“绿色通道”。
千帆竞发，百舸争流，面对新的

形势，营业中心将秉承“书港文化”
的优良传统，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宏观
经济政策，创新金融服务，加快经营
转型，在优质服务的大道上，砥砺前
行，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进步作出
新的贡献！ （张凌燕）

传承书港文化传承书港文化 践行服务理念践行服务理念 构建智慧金融构建智慧金融
———农行宁波市分行营业部营业中心服务纪实—农行宁波市分行营业部营业中心服务纪实

网点工作人员引导客户体验电子互动屏。

客户在等待之余翻看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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