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规划道路（永茂东路-永昌路）工程已由宁

波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发展局以甬高新经【2017】
54 号文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宁波国家高新区国有资产管
理与会计核算中心，项目招标人为宁波高新区开发投资有
限公司，招标代理人为宁波市斯正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建设资金为区财政安排。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
的勘察设计进行公开招标。项目已具备下列条件：□经审批部门同意的项目建议书或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批复。■经审批部门核准或备案的项目确认书。□具有土地管理部门颁发的土地使用证。■具有规划管理部门确定的项目建设地点、规划控制
条件和用地红线图。

2.项目概况及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北始永昌路，南至永茂东路
项目规模：规划道路（永茂东路-永昌路）为新建城市支

路，全长约 1004米，标准断面宽度 20米，跨规划河道桥梁一
座，按规划要求埋设地下专业配套管线

项目总投资：9196万元
设计概算：建安工程限额设计3800万元
设计周期：总周期：60 日历天，其中：方案设计（含优

化）：15日历天；勘测：15日历天（与方案设计优化、初步设计
同步）；初步（含扩大初步、设计概算等）设计：15日历天；施
工图设计：30日历天

招标类型及范围：□勘察方案招标□概念性方案设计招标■实施性方案设计招标，包括：方案（含方案优化）设
计；勘测；初步（含扩大初步、设计概算等）设计；施工图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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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标人资质等级：同时具备①市政行业道路工程

专业设计丙级和市政行业桥梁工程专业设计乙级及以上资
质或市政行业设计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
质；②岩土工程勘察类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工程勘察综合甲
级资质或具备上述①、②项资质组成的联合体。

3.1.3 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各方）在宁波市
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系统”）中须具有 C
级及以上信用等级（以开标之日所在季度系统提供的企业
信用评价等级为准）。

3.1.4企业注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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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投标人须在系统录入信息的，相关内容应在投标
截止时间前在系统中审核通过；

3.2投标人拟派主设计师、勘察负责人的资格要求：
3.2.1主设计师资格要求：市政类专业工程师及以上（并

提供 2017 年 4 月、5 月、6 月连续三个月的养老保险缴纳证
明，养老保险缴纳单位须与投标人一致）；

3.2.2勘察负责人资格要求：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注
册单位须与投标人一致）；

3.2.3拟派主设计师、勘察负责人须在系统录入信息的，
相关内容应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在系统中审核通过；

3.3其它要求：无
3.4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

列要求：联合体牵头人应具市政行业道路工程专业设计丙
级和市政行业桥梁工程专业设计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市政行
业设计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

3.5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的项目主设计师、勘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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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主设计师、勘察负
责人经检察院查询近五年（2012年7月25日至今）无行贿犯
罪记录。投标人应在 2017 年 8 月 15 日 17 时之前，将招标文
件后附《查询申请函》填写完整并盖章（附投标人组织机构
代码证〈若五证合一，无需提供〉、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拟派项目主设计师身份证、勘察负责人身份证复印
件）交至招标代理人处，逾期未提交或提交后更改人员的，
请投标人自行至检察院查询行贿犯罪记录，并将由检察院
出具的《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结果告知书》编入资格审查
申请文件，否则资格审查不予通过。

3.7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的项目主设计师、勘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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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派的项目主设计师、勘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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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7年7月25日至2017年

8月15日16:00（以下载成功时间为准）登录宁波国家高新区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zyjy.nbht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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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组成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所有成员均需办理《宁
波市公共资源交易证》，由联合体牵头单位购买招标文件，
并在系统内登记联合体所有成员完整的单位名称。

4.3招标文件每套售价300元，售后不退。
注：招标文件费用如需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请将开

票信息与《检察院查询申请函》同时递交。
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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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招标文件，有意参加投标申

请者在网上购买文件前，须先办理《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
证》。详情请登录宁波国家高新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http://zyjy.nbhtz.gov.cn）首页查阅办事指南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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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高新
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资料下载”栏（咨询电话：0574-
87187975，0574-871879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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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保证金
5.1金额：人民币贰万元整
形式：银行电汇或银行汇票直接缴入以下账户：
收款人：宁波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
开户银行：兴业银行宁波分行

银行账号：386010100100953384010201
温馨提示：此账号仅用于本项目投标保证金的缴纳，投标

人汇款成功后可使用已注册交易员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保证
金管理系统查询保证金是否缴纳成功。

5.2 提交截止时间 2017 年 8 月 15 日 16 时（北京时间，以资
金到账时间为准），联系电话：0574-87205224（兴业银行灵桥
支行）。

5.3退还，未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在中标公示期间无异议
的，正在招标代理申请退还后 3日内办理；中标人退还投标保
证金需提交经备案的合同至宁波国家高新区行政服务中心北
楼 7楼 722办公室（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并在招标代理申请退
还后3日内办理；具体事宜请与招标代理机构联系。

5.4特别提示：
1、投标保证金必须从投标人基本账户转出；
2、投标保证金银行转账回单复印件和投标人基本账户开

户许可证复印件必须编入资格审查申请文件中；
3、请勿使用“宁波同城实时清算系统”转账方式交纳投标

保证金（采用网上银行交纳投标保证金的，请选择“异地”）
6.投标文件的提交
6.1 投标文件提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17 年 8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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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招标人
不予受理。

7.招标公告发布
7.1时间：2017年7月25日至2017年8月15日。
7.2 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在宁波国家高新区（新材料科技

城）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zyjy.nbhtz.gov.cn/）、宁波国
家高新区建设局网站（http://jsj.nbhtz.gov.cn/）、宁波日报上发
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高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人：宁波市斯正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宁穿路566号创意三厂3#楼2楼
联系人：胡旭昂
电话：0574-87565555-9830、13567404133
传真：0574-87158610

规划道路（永茂东路-永昌路）工程勘察设计招标公告
（交易登记号：17GC030088）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绿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2017年中国南车158

辆电电混合车型充电设施建设项目已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
甬发改备【2017】6号、31号文件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宁波绿捷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企业自筹，招标代理机构为五矿国际
招标有限责任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充电桩采购
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交货地点：招标人指定地点(宁波市区内)。
2.2招标控制价：842.6348万元。
2.3招标标货物名称、数量：

2.4品目：1个。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投标人须具备:

（1）投标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含）以
上或等值外币(以开标当日外汇牌价中间价计算），且为充电桩制造

商（以制造商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为准）。
（2）投标人应具有国家认可的120KW及以上产品检验检测机构

（具备 CMA及 CNAS资质）出具的有效的符合 2015新国标的型式试
验报告。

（3）投标人及法定代表人无不良行为记录（不良行为记录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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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经宁波市人民检察院查询 2012 年 7
月1日至投标截止时间无行贿犯罪记录。投标人应在2017年8月9日
16时 00分之前，将招标文件中《查询申请函》填写完整并盖章（附投
标人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如
投标人已办理五证合一的可不附组织机构代码证）交至招标代理人
处。逾期未提交的，招标人将不予受理其投标文件。

（5）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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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7年 7月 21日至 2017年 8月 9日
16：00 前（以付款成功时间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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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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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15万元（壹拾伍万元整）；
形式①：银行电汇或银行汇票直接缴入以下账户：

形式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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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16：00（北京时间，以资金

到账时间或保险保单出具时间为准）。
6.投标文件的递交
6.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17年8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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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日报》、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网（www.

bidding.gov.cn）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单位：宁波绿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杜工
电话：87226411
招标代理机构：五矿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新天地东区9号楼802
邮编：315000
联系人：胡工
电话：0574-87925576 传真：0574-87929786

宁波绿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2017年中国南车158辆电电混合车型充电设施建设项目充电桩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序号

1

名称

300kw 一体式双
枪充电桩

单位

套

数量

47

交货期

合同生效接买方通知后 45天
内货到指定地点。

标段号

001

金额
(元整)

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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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07073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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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俞永均 通讯员
吴蓉蓉） 推荐制造业龙头企业参选
中国出口质量安全示范企业；对进
口自动化成套设备、现代化生产线、
高精激光机床等装备，配套“一项一
策”“一站式检验检疫”等措施……
昨日下午，宁波检验检疫局在全市
出口商品质量提升现场推进会上发
布了支持宁波市“中国制造 2025”
试点示范城市建设16条措施。

今年上半年，全市累计出口
2385.2 亿元，同比增长 18.3%，其
中机电产品和纺织服装出口高居前
两位，占比分别达 55.7%和 17.1%。
同期，宁波市出口商品被欧盟通报
31 例，主要被通报产品为儿童用
品、家用电器、灯具等，通报的主
要原因是家用电器的触电危险和火
灾危险，玩具的小零件窒息危险和
有毒有害物质超标。宁波口岸出口

商 品 被 退 货 675 批 、 2808.8 万 美
元，其中产品质量不符合标准、合
同要求的有 301批。从被国外通报
和退运货物情况看，质量问题不容
忽视。

为提升区域产品质量，助力
“中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建
设，宁波检验检疫局专门出台了
16 条措施，涉及支持制造业结构
升级、支持制造业技术升级、支持
制造业质量升级和支持制造业能力
升级四个方面。

支持制造业结构升级，主要包
括：服务“中国制造 2025”试点
示范城市重点项目工程建设，对符
合发展需求和产业特点的引进项
目，叠加进口成套设备检验检疫便
利化政策。以国家检验检测认证公
共服务平台示范区为平台，积极引
导高技术的检验检测认证机构入

驻，服务宁波制造业的检验检测认
证需求。开展绿色低碳体系认证服
务，加快绿色低碳产品标准研究，
对接绿色制造工程和能效“领跑
者”计划，助推建设一批清洁化改
造示范项目和示范企业。

支持制造业技术升级，包括推
进制造业“同线同标同质”，对内
外销生产线采用同一质量管理标
准，对“中国制造 2025”重点企
业优先向国家质检总局推荐“三
同”企业并在全国平台发布；推动
成立由企业主导的标准联盟组织，
吸纳龙头企业参与标准制 （修） 订
工作；推进制造业与技术服务融
合，帮助企业实验室取得CNAS认
可；加快出台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
制，争取成为质检科技成果转化基
地；以宁波国检贸易便利化服务中
心为依托，联合行业协会和检测中

心，搭建集信息服务、研究评议、
咨询帮扶、检测认证等功能于一体
的“宁波汽车制造业公共服务平
台”。

另外，通过开展制造业出口品
牌建设、制造业出口质量提升、制
造业出口质量分析和制造业“质量
月”活动，支持宁波制造业质量升
级。启动便利化工程、技贸服务、
课题研究和专家论坛，支持宁波制
造业能力升级。

根据计划，今年检验检疫部门
将新培育 4家国家级出口工业品质
量安全示范区，10 家出口质量安
全示范企业，推选 20 家消费品企
业实施“同线同标同质”，将包括
9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在内的33个
实验室纳入企业公共检测认证服务
平台，为“中国制造 2025”试点
示范城市建设贡献力量。

助推“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建设

检验检疫16条措施提质“宁波制造”

本报记者 单玉紫枫
通讯员 姚珏

“去年，公司的出口额增长
65%。在此基础上，今年上半年再
接再厉，实现了 5%的增长率，其
中‘一带一路’表现亮眼，仅该区
域 沿 线 国 家 销 售 收 入 就 增 长 了
38.5%。”对这个成绩，意菲特环保
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范秀钟显得颇
为满意。

在宁波外贸圈，“意菲特”这
个名字或许还并不为人所熟知，这

家成立于 2013 年的“后生小辈”，
因专注于粉碎机、撕碎机等物料回
收行业用相关设备的研发，最终利
用细分市场的优势，实现了企业的
快速发展。

“一开始，我们做的只是简单
的粉碎机。但渐渐地，我们发现很
多客户对这款机器的要求不断提
高。”范秀钟说，由于消费升级，
客户工厂对原材料精细度要求越来
越高，但传统粉碎机对大块料的处
理效果不佳，很难满足客户需求。

“当时面临的选择是，要么花大力
气进行技术改造，要么放弃这块市
场。”

意菲特决定迎难而上。他们借
鉴了欧美国家已有机器的经验，从
功能上、外观上进行改良，在经
历最初的阵痛后，如今的产品无
论是材料、精密度、功能还是核
心技术，都已达到了国际先进水

平。
以核心产品撕碎机为例，其

所用的刀具材料必须经真空热处
理七天后，才可进入下一个加工
步骤；出产的撕碎机适用的范围
也更广，可以直接粉碎直径仅为
200 毫米的块料。另外，当原料意
外卡住时，机器还会自动反转，
将物料倒出，以智能化提升工作
效率。

近几年，全球对环保产业的
重视，为物料回收行业用设备生
产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
然而，由于这一行业太过细化，
对于粉碎机的每种材料都要单独
开发，所以放眼省内，生产这种
物料回收行业类机电产品的厂家
并不多见。此消彼长中，意菲特
开始大展拳脚。通过重点提高设
备 的 加 工 精 度 、 延 长 零 部 件 寿
命，优化设备配套设计工艺流程

等，意菲特在细分领域为自己争
得了一席之地。“目前，我们在技
术 方 面 已 经 获 得 了 4 项 发 明 专
利。”范秀钟说。2015 年起，企业
开始向国外输出包含粉碎机、撕
碎机、输送机、除尘装置等产品
的全套生产线。

在“一带一路”方面，意菲特
也积极布局：对内，改进产品结
构，研发生产符合“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产业需求的产品；对外积
极参加沿线国家的专业展会及推
广，并在海外多个国家建立了自主
品牌产品代理商。今年上半年，企
业仅在“一带一路”沿线销售额就
达到了95万美元。

“作为典型的小微企业，未来
我们可以发挥‘船小好调头’和细
分市场的优势，与大企业错位发
展 ， 搭 上 ‘ 一 带 一 路 ’ 的 顺 风
车。”范秀钟说。

意菲特：细分领域 小微企业有大作为

聚焦“一带一路”先行者

本报讯（记者殷聪 通讯员
储昭节） 近日，2017 年全国电
子信息百强企业名单揭晓，我市
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舜宇集
团有限公司、东方日升新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等三家企业成功入
围，分别占据榜单的第 39、第 47
和第 74 位。其中，东方日升新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入围榜单。

据悉，此次百强企业评选由
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组织专
家综合评定产生，我市入围的三
家企业分属汽车电子、光学电子
和太阳能光伏行业。其中，汽车
电子 （集成电路）、光学电子产

业是我市“中国制造 2025”八大
主攻细分行业，而太阳能光伏是我
市传统优势产业。数据显示，入选
的三家企业去年实现产值逾 400亿
元，同比增幅接近70%。

今年是我市实质性推进“中国
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建设的
第一年，我市电子信息企业在政策
推动下，不断加强研发投入，积极
布局智能制造领域，进一步提升了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今年前 5 月，
全市 967家规上电子信息产品制造
业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716.04 亿
元，同比增长17%，增速比去年同
期提高了19个百分点。

我市三家企业入围全国电子信息百强

本报讯 （通讯员林军） 昨
天，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浙江
分公司在宁波正式开业，这是爱
建证券看好宁波资本市场的实质
行动。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02 年 经 中 国 证 监 会 批 准 成
立，公司注册地在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公司主要股东
为上海陆家嘴金融发展有限公司

和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爱
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全国设有
47 家分支机构。作为爱建证券首
家分公司，浙江分公司下设 8家营
业部，分别是宁波辖区内的爱建宝
华街营业部、中山西路营业部、碶
闸街营业部及兴宁路营业部，还有
杭州富春路营业部、嘉兴斜西街营
业部、温州胜利路营业部和台州东
海大道营业部。

爱建证券浙江分公司进驻宁波

本报讯 （见习记者孙佳丽
通讯员蒋慧） 昨日上午，鄞州区
市场监管局与浙江医药高等专科
学校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以促
进鄞州区食品药品监管事业的持
续提升，深入推进食品药品安全
建设，构建政企合作新模式。

据了解，这是浙医药高专首
次与政府开展合作。此次合作采
取“战略合作协议+项目合作”
的模式。双方将合作建立专业建

设指导委员会，制订人才培养方
案，共建药品、化妆品、医疗器
械、食品法规咨询服务中心，合作
开展监管业务技术培训及食品药品
安全宣传教育，并相互确认挂牌。

另外，鄞州区市场监管局药品
监管部门与浙医药高专药学院签订
项目合作协议，针对《宁波市鄞州
区药品经营企业实施新版 GSP 情
况调查以及构建长效监管机制的探
讨》项目正式开展合作。

推进食品药品安全建设

浙医药高专与鄞州市场监管局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