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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你因为有你 才够才够

2017宁波购物节亮点活动名单 2017宁波购物节优秀策划人入围名单

叱咤风云奖

1、浙江华联商厦有限公司 李君飞
2、宁波城市广场开发经营公司 林炳芳
3、鄞州万达广场 黄秀秀
4、宁波市家具厂商会 柴 山
5、江北恒一广场 沈 瑜

传统创新奖

1、北仑富邦世纪广场 袁 斌
2、奉化汽车服务行业协会 竺士波
3、象山博浪太平洋广场 黄文洁
4、鄞州环球银泰城 陆佳伟
5、海曙杉井奥莱广场 叶潇桢

运筹帷幄奖

1、宁波市鄞州区电子商务协会 林博峰
2、宁波甬宁苏宁云商商贸有限公司 丁兰芳
3、世纪东方广场 东 岳
4、宁波二百 蒋 莉
5、宁海太平洋国际购物中心 胡玲娇

特别贡献奖

1、北仑银泰城
2、镇海1902万科广场

徐展新 文

17天的美好时光转瞬即逝，200余项活动余温还未消散，2017宁波购物节就要落下帷幕。层出不穷的促销折扣，形式各异
的精品展销，精彩刺激的文体竞赛，挑动味蕾的美食盛宴，别出心裁的网络营销，哪项活动俘获了你的心？

经过反复的筛选，主办方评选出了涵盖40项购物节亮点活动的候选名单。周日晚上的购物节闭幕式暨颁奖盛典上，2017宁波
购物节的十大亮点活动和五位优秀策划人将火热出炉，与现场悠扬的音乐和呐喊沸腾的人群一起，为此次盛会划上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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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银互动

特上加特奖

1、麦乐肯品牌策划咨询公司 戴婧宇
2、星街坊音乐广场 沈 瑜
3、宁波捷德航空有限公司 王亮亮
4、宁波航万置业有限公司 洪杨军
5、慈溪宝利广场 陈 栋

（（鼓楼沿供图鼓楼沿供图））

１.招标条件
宁波栎社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已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14〕719 号批准建设，项目招标人为宁
波机场与物流园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招标代理人为宁波德威
工程造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财政和自筹。本项
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幕墙工程（T2 航站楼、交通
中心工程、口岸通关中心）施工进行资格预审。

２.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位于宁波栎社国际机场。T2航站楼位于宁波栎

社国际机场航站区核心区域，坐落于T1航站楼西侧。
规模：T2航站楼地上部分建筑面积 101042m2，地下部分建

筑面积11458m2分为地上三层及地下一层，建筑高度37m，幕墙
最高点高度为29.34m。交通中心位于T2航站楼南侧，分为地上
两层以及地下两层，幕墙最高点高度为10.06米。货运区口岸通
关中心位于宁波栎社国际机场货运区，地上四层建筑，幕墙最
高点高度为29.34m。

招标控制价：168819808元。
计划工期：T2航站楼部分300日历天，交通中心部分200日

历天，口岸通关中心部分100日历天。
招标范围：T2 航站楼、交通中心工程、口岸通关中心的幕

墙施工图范围内的全部工作内容，包括各类幕墙、铝合金百叶、
玻璃雨棚、铝板雨棚、天窗玻璃、铝合金地弹门、铝合金平开门、
外墙面保温及防火等工程施工。

标段划分：1个。
质量要求：国家施工验收规范一次性验收合格，配合各总

包单位争创奖杯（各单体获奖要求：T2 航站楼争创“鲁班奖”；
交通中心争创“钱江杯”）。

安全要求：合格。
３.投标人资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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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招标要求申请人须具备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
一级资质（或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与施工一级资质）,并在人员、
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1.3申请人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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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申请人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的信
用等级（以资格预审之日所在季度的申请人施工企业信用信息
中的信用等级为准）不得为D级；

3.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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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投标申请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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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大市范围内的申请人）；②已在宁波市海曙、江北、鄞州任一一区审核通过（适用于
企业注册地为宁波大市范围外的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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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级注册建造师（含临时建造

师，临时建造师年龄需在60周岁以下），有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B证），注册专业建筑工程；

3.2.2拟派项目经理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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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拟派项目经理无在建项目。拟派项目经理在“宁波市
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有未解锁项目的视同有在建项
目，因特殊情况未能解锁的，须提供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
委托相关机构确认的证明资料。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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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规定。

3.4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申请。
3.5 申请人及拟派项目经理无不良行为记录（不良行为记

录界定的范围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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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投标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不得为失信被
执行人。招标代理人对投标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
理失信信息进行查询（具体以资格预审当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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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投标申请。若在资格预审当天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无法查询且
一时无法恢复的，可在入围通知书发出前对入围投标人进行事后
查询，如某入围投标人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则取消其入围资格，后
续投标人不再递补。

3.7各投标申请人均可就上述标段中的1个标段投标。
3.8投标申请人、法定代表人及其拟派项目经理经宁波行政区

域范围内人民检察院查询近五年无行贿犯罪记录。
申请人应在资格预审文件下载截止时间后的24小时内，将资

格预审文件最后一页《查询申请函》填写完整并盖章【附投标申请
人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已申领到经“五证合一”后的
营业执照的投标申请人无需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和法定
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身份证复印件】交至（或快递至）招标代理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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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投标人对招标文件异议截止时间：2017年9月11日17时。
４.招标（资格预审）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7年8月22日到2017年9月1

日 16 时（以购买时间为准），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http://www.bidding.gov.cn）下载招标（资格预审）文件。

4.2如资格预审文件及招标文件资料费（不包括电子交易平台
使用费）需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请投标申请人将开具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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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申请函》同时交至（或快递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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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资格预审）文件下载费用300元。
4.4 如有补充的招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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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申请人须自行下载相关文

件，如有遗漏，责任自负。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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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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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机构联系。
4.8未在网上下载资格预审文件的单位，其资格预审申请文件

不予受理。
5、资格预审方法
5.1本项目采用的资格预审方法为：有限数量制；
5.2潜在投标人数量要求：11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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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

日 9时 30分，地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宁穿路 1901 号市
行政服务中心4楼，具体会议室详见当天电子显示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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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www.

bidding.gov.cn）、宁波日报和宁波网（www.cnnb.com.cn）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机场与物流园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汪寒
电话：87423881
招标代理机构：宁波德威工程造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高新区星海南路100号华商大厦6楼
联系人：周旸、秦元根
电话：13906697628 传真：87686776

宁波栎社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幕墙工程（T2航站楼、交通中心工程、口岸通关中心）资格预审公告

１.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杭州湾跨海大桥 2016-2017 年度综合检测与评

估已由宁波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甬交控【2017】57号批准建
设，项目业主为宁波市杭州湾大桥发展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
自筹，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
的检测进行公开招标。

２.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工程地点：杭州湾跨海大桥起于北岸嘉兴市郑家埭，止于

南岸慈溪市水陆湾；
2.2工程规模：费用约210万元；
2.3服务期：3个月（从合同签订日期起算）；
2.4招标范围：2016-2017年度全桥综合检测与评估，具体以

检测与评估方案、工程量清单为准。
2.5质量要求：合格；
2.6标段划分：1个。
３.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其本身或内设

机构具有交通运输部门颁发的公路工程试验检测综合甲级或公
路工程桥梁隧道工程专项的工程试验检测资质，检测项目中必
须包含结构混凝土、桥梁结构检测项目；同时具备省级及以上质
量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计量认证（CMA）证书（认证参数中具有
桥梁检测能力），且上述证书均须在有效期内，并在人员组成结
构、业绩、检测评估设备、履约信誉等方面满足强制性资格条件
要求。

投标人业绩要求：2012 年 7 月 1 日以来（以合同签订日期为
准），投标人完成过单跨跨径300米及以上的斜拉桥检测项目。

项目负责人要求：具备道路或桥梁相关专业高级工程师及
以上技术职称。

项目负责人业绩要求：2012 年 7 月 1 日以来（以合同签订日
期为准），担任过单跨跨径 300米及以上的斜拉桥检测项目的项
目负责人或项目技术负责人。

3.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各投标人均可就上述标段中的1个标段投标。
3.4投标人对招标文件异议截止时间：2017年8月25日16时。
3.5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经宁波市人民检

察院查询近五年（2012年 7月 1日至今）无行贿犯罪记录。投标人
应在招标文件下载截止时间 2017年 9月 14日 16时前，将招标文
件最后一页《查询申请函》填写完整并盖单位法人章【附投标人
营业执照、组织代码证（已办理五证合一的单位无需提供组织机
构代码证，下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及拟派项目经理身份证复
印件，复印件加盖单位法人章】交至招标代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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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截止开标日之前投标人须在宁波市交通建设市场信用信
息管理系统完成基础信用信息录入并经审核通过，且在宁波市
交通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最新公布的试验检测信用评价
等级未被评为C级及以下的。（以开标当天，宁波市交通建设市场
信用信息管理系统查询获得的评级信息为准。）

3.7列入“黑名单”的单位和个人受到限制当事人资质、资格
等方面的行政处理决定且处在处罚期的，限制其参与宁波市公
共资源交易活动；列入“黑名单”管理范围的其他行政处理决定，
限制其参与投标。

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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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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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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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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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招标（资格预审）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7年 8月 24日到 2017年 9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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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预审）文件。

4.2如为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所有成员均需办理《宁波市公
共资源交易证》，并由联合体牵头单位购买招标文件，同时在系
统内登记联合体所有成员完整的单位名称。

4.3招标（资格预审）文件下载费用300元。
4.4如有补充的招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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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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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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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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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于人民币4万元，可采用以下任何一种形式缴纳
形式①：银行电汇或银行汇票直接缴入以下账户。

保证金到账截止日期：2017 年 9月 14日 16时（北京时间，以
资金到账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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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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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承

办单位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形式③：银行保函
银行保函应由投标人开立基本账户的银行开具，银行保函需采用

招标文件提供的格式（格式详见招标文件附件），且应在投标有效期后
30天内保持有效，招标人如按规定延长了投标有效期，则投标保证金
的有效期也相应延长。

备注：1.以上投标保证金缴纳形式投标人可选其一；2.投标保证金
采用银行电汇或银行汇票形式的，必须从投标人基本账户汇出，并将
投标人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复印件编入投标文件中；投标保证金采用
保险保单形式的，保险保单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编入投标文件中，同
时将保险保单正本原件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提交给招标（代理）人；投标
保证金采用银行保函形式的，银行保函原件应装订在投标文件的正本
之中。

5.2 退还时间详见本章“投标人须知”条款（保险保单形式或银行
保函形式的不予退还），咨询电话：0574－87861127（中国银行）；0574-
87011318、0574-87011280（宁波市建设工程综合保险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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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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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杭州湾大桥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慈溪市庵东镇虹桥大道1号
联系人：肖龙 电话：15888580623
招标代理机构：宁波欣达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高新区星海南路8号涌金大厦六楼
联系人：朱张杰
电话：057489077739 传真：0574-89077737

杭州湾跨海大桥2016-2017年度综合检测与评估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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