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址：宁波鄞州区宁穿路535号
电话：87800666

日期：2017年7月28日

物资名称

电动叉车

德威斯工具

德盛起重

瑞泰电气成套设备

华美橡塑保温材料

塑料马墩

熊牌氧气、乙炔管

商用厨具食品机械

锂基脂、液压油

防水涂料，防水卷材

因行情变化，以当日报价为准。产品种类繁多，欢迎垂询、交易。

规格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品牌

通力

德威斯

德盛

瑞泰

华美

厂家直销

厂方直销

厂方直销

厂方直销

厂方直销

价格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联系电话

13396699606

89119501

15370083558

15990589998

13626831352

15988666716

13566338048

13567499345

15356458800

13905746239

华东物资城机电市场价格行情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绿捷新能源有限公司 2017年比亚迪纯电

动公交充电设施建设（公交永昌、永盛公司）项目、2017年比亚
迪纯电动公交充电设施建设（公交永平、永安公司）项目已由宁
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甬发改备【2017】4号、5号文件批准建
设，项目业主为宁波绿捷新能源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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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970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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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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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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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投标人在投标
截止时间前在投标文件外自行提供《宁波市检察系统查询行贿
犯罪档案结果告知书》，若未能提供《宁波市检察系统查询行贿
犯罪档案结果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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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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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万元（肆万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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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保单应由宁波市建设工程综合保险服务

中心出具（具体承办单位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5.2保证金到账截止日期：2017年 8月 10日 16：00（北京时间，

以资金到账时间为准）。
6.投标文件的递交
6.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 2017 年 8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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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绿捷新能源有限公司2017年比亚迪纯电动公交充电设施建设（公交永昌、永盛公司）项目、
2017年比亚迪纯电动公交充电设施建设（公交永平、永安公司）项目充电桩采购招标公告

序号
1

2

名称
80kw双枪充电桩

80kw双枪独立充电桩

（2 个 40KW 充电桩集成

于同一个充电桩箱壳内）

单位
套

套

数量
241

91

交货期

充电桩立式，并具备壁式悬挂

功能。

合同生效接买方通知后45天内

货到指定地点现场。

标段号

001

金额
(元整)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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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271309110

为确保东吴镇镇南路拓宽改建工程的顺利实施，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的有关规定，决定自
2017 年 7 月 28 日至 2018 年 5 月 31 日对镇南路（鄞县大道－三溪
浦水库）实施交通组织调整，具体公告如下：

一、2017年7月28日-2018年5月31日全天禁止一切黄牌货
车在镇南路（鄞县大道－日月路）由北往南方向通行，受限货车
可通过鄞县大道-同心路-日月路进行绕行。

二、2017年11月1日-2018年5月31日全天禁止一切机动车
辆在镇南路（东吴东路－日月路）由北往南方向通行，受限机动
车辆可通过东吴东路-东吴中路-同心路-日月路进行绕行。

受交通组织调整影响的单位和市民请提前安排好工作和生
活，选择好出行路线，并根据现场交通标志、标线指示自觉遵照
执行。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

特此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人民政府

2017年7月10日

关于对东吴镇镇南路拓宽改建工程
施工期间交通组织调整的公告

2017年第48号

公司吸收合并公告
根 据 宁 波 中 车 时 代 传 感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注 册 号 ：

91330200144077760H） 及宁波中车时代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注
册号：9133021205826878XX） 双方的股东决定，宁波中车时代
传感技术有限公司拟吸收合并宁波中车时代电气设备有限公
司，合并完成后，宁波中车时代传感技术有限公司继续存续，
宁波中车时代电气设备有限公司将注销。合并前，宁波中车时
代传感技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48,826,200元，宁波中车时代
电气设备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00,000 元，合并后存续公司
宁波中车时代传感技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158,826,200 元 . 根
据 《公司法》 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均由
合并后存续的宁波中车时代传感技术有限公司承继，请相关债
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自本次公告之
日起45日内，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公司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公司合并将按照法定程
序实施。

特此公告
联系人：俞蕾 联系电话：0574-89055515
联系地址：宁波市江北区振甬路138号

宁波中车时代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宁波中车时代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2017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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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江潮

去年，制片人方励为《百鸟朝
凤》下跪求排片，一时引发舆论热
议。今年暑期档，这一幕再次上演
——近日，国产电影 《闪光少女》
发布了一张“7名宣发人员集体下
跪致歉并求排片”的大海报。海报
上写着大大的红字“对不起”，该
片宣发团队 7 名工作人员集体下
跪，呼吁观众“不要因为片名和海
报 错 过 一 部 好 电 影 ， 排 片 仅 剩
6%，再不看就真的错过了”。本以
为事情会演变得很悲情，没想到的
是，网友几乎一边倒地认为这一举
动“LOW 爆了”(7 月 26 日 《扬子
晚报》）。

电影是一门艺术，也是一桩生
意，一门很烧钱的艺术，一桩投资
风险很大的生意。虽然人人知道票
房不等于口碑，票房高低不代表影
片优劣，但是，投资人要收回成本
并获得利润，电影人想证明影片的
价值和自己的成绩，票房是一道不
可逾越的门槛。自以为拍了一部好

电影，却眼看着票房不甚理想，情
急之下便下跪“求排片”，以“卖
惨”的方式吆喝大家去捧场，这种
举动也算是情有可原。

然而，下跪“卖惨”的实际
效果如何，究竟能给影片增加多
少票房，却让人难以乐观。去年
方励为 《百鸟朝凤》 下跪，舆论
为之惊诧，不少人感到震撼，加
上 《百鸟朝凤》 被贴上了“艺术
片”“传承传统文化”等标签，确
有不少人随后前去影院捧场，该
片票房最终在 8000 多万元，比下
跪前增加了不少，却远远算不上
高票房。

方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
人们的新奇感让他的下跪起到了效
果。但是，当“吃螃蟹”的人多
了，舆论自然不再惊诧，观众自然
不再震撼。当电影人动不动就下跪

“卖惨”，观众便可能从“审美疲
劳”变成“审丑疲劳”，不仅没有
悲情效果，反而认为此举很LOW。

更重要的是，电影人跪求观众
去捧场的影片，真的是好电影吗？

或许只是他们自认为很好罢了。就
以《百鸟朝凤》为例，我特别留意
了当时观众 （网友） 的反响，很多
被方励下跪所感动、带着满满期望
去捧场的人，最终带着满满的失望
走出电影院。笔者也是如此。不能
说这部电影不好，但可以说它远没
有人们期望的那么好，而人们的期
望正来自于方励的下跪——按照常
理，能让一个大老爷们下跪求情
的，必定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
美女，或是“酒香也怕巷子深”的
美酒吧？可实际情况让人失望，既
不是“美女”也不是“美酒”，只
是一部普通的电影而已。如此，人
们的失望中或许还夹杂着上当的感
觉——当电影人下跪推荐的电影未
必是好电影，纵然下跪“卖惨”，
还能把多少观众“感动”进电影院
呢？

的确，“酒香也怕巷子深”，好
电影需要大力宣传，但电影宣传自
有其套路，不能靠下跪、靠“卖
惨”、靠情感绑架，至少不能总是
靠这些。观众给不给某部电影捧

场，因素固然有很多，但电影本身
质量好不好、宣传搞得好不好，无
疑是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哪怕把下
跪“卖惨”划为宣传之列，那也是
一种很 LOW 的炒作方式，搞多了
只会让观众反感。

电影是一门艺术，电影人是搞
艺术的，不管艺术本身还是搞艺术
的人，都得有点尊严、有点品格、
有点风骨——毕竟不是卖狗皮膏药
的，为了多赚钱，什么都可以不管
不顾。电影市场不相信眼泪，电影
票房不相信下跪，电影观众也不会
总被各种“卖惨”所打动。所以，
奉劝一句：电影人，请别再为票房
下跪了。

市场不相信眼泪，票房不相信下跪

罗争光 吴振东

近年来，随着对老龄化工作
的重视和中央对为老服务提质升
级的不断强化，有关部门出台了
一批提升老年生活质量的政策。
这些政策有利于营造“老有所
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的良
好社会环境。不过，从老年人的
切身感受来看，需要把这些政策
真正落到实处。

记者在一些地方采访调研时
发现，一些地方落实政策的具体
措施相对欠缺，有的蜻蜓点水，
有的流于形式。比如，不太了解
老年人的真实诉求和困难，导致
为老服务“最后一公里”落实
难。

究其原因，有配套政策操作
性不强，有政策跨部门衔接不
力、医保等政策无缝对接不到位
等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些地方

和部门对待老年人服务意识不
强，甚至存在“做老年人工作难
出政绩”等错误认识。

为政贵在行，以实则治，以
文则不治。党的十八大以来，“一
分部署，九分落实”已成为中央
的严格要求，是改革取得实效的
根本保证。对于民生工作来说，
群众的获得感源自一件件具体的
好事、实事，源自“最后一公
里”的畅通无阻。如果在为民服
务过程中流于表面，或只说不
做，再好的政策最后也是瞎子戴
眼镜——多余的框框。

解决为老服务过程中的“不
落实”问题，需要领导干部带好
头，将有关政策从纸上、墙上

“请”下来，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工
作精准用力、步步为营。同时，
还应建立监督约束机制，杜绝执
行政策打折扣现象。真正做到决
策定一条是一条，条条算数；承
诺说一个做一个，个个兑现；为
民办实事干一件成一件，件件落
实。只有这样，中央的部署才能
顺利推进，惠民利民的举措才能
落地生根。

（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

为老服务要真正
让更多老年人“有感”

《宁 波 市 文 明 行 为 促 进 条
例》 第二章“基本行为规范”第
八条，要求公民不得实施下列不
文明行为：在法律法规规定的医
疗服务场所、教学活动场所、公
共交通工具、公共电梯间和其他
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内吸烟。

公共场所禁吸烟，
已经倡议好多年。
行不规范添细则，
各位烟民莫等闲。

公众健康需维护，
清新环境应保全。
利人利己何不为？
禁令时刻放心间。

郑晓华 文 任山崴 图

本期主持 朱晨凯

据 7 月 27 日光明网报道：最
近，改编自香港女作家亦舒同名小
说的电视剧《我的前半生》火爆荧
屏，其中一对大学闺蜜完全不同的
职业与家庭道路引发广泛讨论。特
别是对电视剧所反映的“全职女性”
的出路何在，争论尤为激烈。

点评：虽说只是电视剧，但“全职女性”这个社会话题值得思
考。我们应纠正“劳动力须货币化”的错误观念，给予女性在家
务劳动、生养儿女方面价值的应有肯定。唯有推动性别观念的多
样化、“家里家外”劳动价值的平等化，才能从根本上化解女性的

“全职困境”。
@野宰：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空号1001：如何看待全职女性是个社会问题。

据 7月 27日《新京报》报
道：7月26日，国务院新闻办举
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计生
委副主任、国务院医改办主任
王贺胜介绍了《关于建立现代
医院管理制度的指导意见》有
关情况。其中提到，各级卫计委
的领导不得再兼任医院院长。

点评：各级卫计委早已脱离了医院运营的范畴，双方关系也不是
简单的上下级关系，而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类似运动场上的裁判
与运动员。这个举措看似涉及人员不多，却对未来的医改走向有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

@奥金老爷：这种兼职行为容易起到上行下效的“示范”作用。
@大斧子：医院应取消行政级别。

据7月27日人民网报道：高考
本科志愿填报已结束，专科志愿填
报即将开始，不少志愿填报 APP 和
培训机构应运而生。记者探访发现，
不少 APP 和培训机构存在收费混
乱、专家资质存疑、大数据不精准等
问题。

点评：考生与报考学校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不仅需要教育部门加
大力量予以解决，也需要市场化的 APP 和培训机构共同参与。信息
接收渠道越多越透明，考生就越受益。但前提是相关审核和监管应到
位，避免一些APP和培训机构为了经济利益“跑偏”。

@撒鼻息：参考一下可以，但不能完全信。
@天伊人美丽：要让你花钱的，基本是坑。

据 7月 27日《钱江晚报》
报道：日前，南昌市 13 路公交
车起火，驾驶员邓红英提前疏
散乘客，沉着应对化解危机，并
表示“最后一个下车是本分”。
事后，邓红英被所在公交集团
奖励 10万元。邓红英表示：“10
万元对我来说是一笔大数目，
我准备把钱捐出去。”

点评：10万元远远抵不上她所挽回的公众生命、财产的价值，该
公交集团意在通过此举，激励他人以邓红英为榜样，于危难时刻挺身
而出。邓红英放着钱不要，或许有违“奖金”本意，但也在情理之中：如
果没有这种“傻”，关键时刻她又怎会做出“最后一个下车是本分”的
选择？

@大张：奖金如何处置，是邓红英的自由。
@苏莫莫：还是希望她能把这笔奖金坦然收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