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招标条件
本项目宁波市轨道交通5号线一期工程已由宁波市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16】275 号文批准建设，项目
招标人为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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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对第三批商
品混凝土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招标范围：
用于宁波市轨道交通 5号线一期土建工程（不含 TJ5110、

TJ51HY标段）施工的商品混凝土供应，数量暂定184.76万立方米。
2.2 计划供货时间：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1 年 9 月，具体

供货时间以实际施工时间为准。
3.投标人的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住建部核发的预拌混凝

土专业承包资质，不含临时资质，并在人员、设备等方面具有
相应的供货能力。

3.2以上各标段对应的土建工程范围详见招标文件，各投
标人均可就上述 7 个标段进行投标，但最多只允许中 1 个标
段，选择多个标段的，投标文件应分别编制和装订，其中项目

班子可为同一套。
4.招标文件的获取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7年 8月 11日到 2017年 9月 20

日16:00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下载招标文件。
5.投标保证金
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招标公告
6.投标文件的递交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17年9

月 25日 9时 30分（北京时间），地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指定开标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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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宁波

日报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代理人：中冠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邱隘民营工业园横港路79号
邮编：315101
联系人：范琦、李阳
电话：0574-89086898

宁波市轨道交通工程甲供材料（第三批商品混凝土-5号线一期工程）供应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项目宁波市轨道交通5号线一期土建工程已由宁波市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16】275 号文批准建设，项目
招标人为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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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J5101、
TJ5102、TJ5108标段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招标范围：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招标公告
2.2计划工期和施工服务期限

（1）计划工期：48个月。招标人可根据工程实际进展情况调
整工期

（2）施工服务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至缺陷责任期满
3.投标人资格要求
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招标公告
4.招标文件的获取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7年8月18日到2017年9月13

日16时00分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下载招标文件。
5.投标保证金
5.1金额：每标段不少于人民币80万元整。
保证金的缴纳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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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16时
形式②：保险保单
形式③：银行保函
6.投标文件的递交
6.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17年

9月19日9时30分，地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指定开标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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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宁波日

报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代理机构：中冠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邱隘民营工业区横港路79号
联系人：范琦、李阳
电话：0574-89086898

标段号

001

002

003

金额
（元）

800000

800000

800000

形式

银行
缴纳
银行
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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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投
标保证金专户 （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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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市科技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市科技支行

银行账号

368871291744

376670086109

376671210774

宁波市轨道交通5号线一期土建工程TJ5101、TJ5102、TJ5108标段施工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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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杭州专电（记者林海） 13
日，全国学生运动会大学女子组的
网球单项决赛在浙江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网球场举行。来自宁波大学的
徐肖玮在女子单打决赛中不敌浙江
队队友张小甜获得亚军。然后，她
又和张小甜合作闯入女双决赛，再
次获得亚军。至此，徐肖玮在本届
学生运动会的网球比赛中已获得一
金两银的好成绩。

宁波大学的周海雄教练表示，
今 年 23 岁 的 徐 肖 玮 个 人 实 力 突
出，今年曾在昆明举行的全国大
学生网球锦标赛中获得女单和女
团两项冠军。在女单比赛中，徐
肖玮先是战胜四川队的李玉香、

江苏队的欧钰家和广东队的耿瑞
苑，顺利进入八强。在四分之一
决赛中，徐肖玮又以 6:2 战胜上海
队的宋南熹，在半决赛中以 6:0 战
胜梁誉苧，和浙江队张小甜会师
决赛。

在昨天上午的决赛中，徐肖
玮 似 乎 有 些 不 太 适 应 对 方 的 节
奏，以 3:6 负于对手，最终获得
亚军。在随后进行的女双半决赛
中，徐肖玮/张小甜组合以 6:2 战
胜 上 海 队 的 葛 以 悦/陈 艾 妮 组
合，与同为浙江队的马晓宇/于
姣会师决赛。最终，临时配对的
徐肖玮/张小甜组合以 1:6 负于对
手，获得亚军。

据在现场观战的徐肖玮父亲徐
敏秋介绍，徐肖玮从小活泼好动，
小学二年级以前她的爱好广泛，喜
欢篮球、足球、羽毛球、跑步。有
一次，杭州陈经纶体校的老师来学
校招生。经过 5轮测试，最终徐肖
玮入选。刚开始徐肖玮报的是足球
项目，后来教练让她改练网球。在
2010 年的嘉兴省运会上，徐肖玮
获得了两枚金牌。“她身高只有
1.66米，不太占优势。好在教练有
水平，把她带出来了。徐肖玮曾经
在省体工队试训了一年，后来又回
到了体校。中专毕业后宁波大学体
院选中了她，这样她得以进入大
学。”徐敏秋说。

全国学生运动会网球大学女子组

宁大徐肖玮夺两项亚军

本报记者 陈 青
通讯员 戴云华

23 日晚，第十五届亚洲艺术
节开幕式将在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
举行，这将是一场展示亚洲文明和亚
洲文化的艺术盛宴。市文化广电新闻
出版局副局长杨劲日前接受记者采
访时介绍：“开幕式呈现的是一部《亚
细亚和谐之声》。它以宁波交响乐团
为班底演奏，是一场融合亚洲各地区
代表性特色乐器的音乐会。”

近些年来，宁波举办了很多国
际性的大活动，一系列精彩的文艺
汇演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美
好的回忆，展现了宁波地域特色。
那么亚艺节的开幕式会有哪些亮点
呢？杨劲说：“这次开幕式晚会，
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亚洲顶级演奏家
联袂献艺，亚洲非物质文化遗产民

族器乐精彩的亮相，亚洲传世经典
名曲集中的呈现，同时还有亚洲国
家瑰丽风光惊艳展现。”

据悉，本届亚艺节晚会亮点概
括起来有三。第一，在策划设计上
力求突破固有的模式，把握时代的
脉搏，以全新的艺术方式表达“和
谐稳定的亚洲”“魅力四射的亚
洲”“团结发展的亚洲”和“和平
崛起的亚洲”等四个主题。第二，
晚会在表现的手法上力求创新有特
色。“晚会将以绚丽多姿的亚洲音
乐艺术和丝绸之路故事为纽带，用
现场音乐和视频画面完美结合的方
式，最大限度地展示亚洲文化和亚
洲文明，使音乐成为可以聆听的画
面，使画面成为可视的音乐。许多
乐器是亚洲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由于乐器体型比较大，从国外
运到宁波入关，也很不容易。”杨

劲说。
第三个亮点是音乐创编上有创

新。开幕式晚会以亚洲音乐艺术和
丝绸之路故事为纽带，荟萃全亚洲
东、南、西、北、中各地区脍炙人
口的经典旋律。三个篇章的音乐分
别为“笑迎天下”“魅力亚洲”“港
通四海”。晚会的主题音乐由中央
音乐学院副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
主席叶小钢和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
主任唐建平担任作曲，院长俞峰指
导。杨劲介绍：“俞峰院长非常重
视这次演出，这次亚洲艺术节在宁
波举办，他很想为宁波留下一些东
西，所以邀请了名家来谱曲，希望
今后可以作为宁波交响乐团的常规
演出曲目。”

为晚会作曲的叶小钢和唐建平
是中国音乐界的重量级人物。出身
音乐世家的叶小钢是中国当代著名
作曲家之一，他创作的交响乐《地
平线》 成为了 20 世纪华人音乐经
典，不仅在中国不断地上演，还经
常被中国的指挥家带到外国演出。
叶小钢还曾为影视作品 《湘女潇

潇》《半生缘》《洗澡》《走出凯旋
门》《玉观音》 等创作过主题曲。
1998 年，他创作的电影音乐 《半
生缘》获香港第十七届电影金像奖

“最佳原创电影音乐”提名。2010
年，叶小钢开始有计划地向社会推
广国内外优秀音乐作品的演出和交
流活动，并发起“青年作曲家发展
计划”和“送校歌计划”、中国美
育论坛等项目。

唐建平的琵琶协奏曲 《春秋》
是中国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最具代
表性的作品，不仅在重大音乐活动
中上演，而且成为音乐高等院校毕
业音乐会代表性作品。

开幕式晚会让观众听到亚细亚和谐之声

文艺女神和行者的家园

图为徐肖玮在比赛中。
（林海 摄）

昨日，鄞州区“寻找民间珍
品，弘扬‘母亲艺术’”寸草心女
功人才工作室公益活动在鄞州区堇
山大厦正式举行，该活动被列入
2017 年 度 宁 波 市 基 层 文 艺 社 团

“春竹计划”项目。首次活动是盘
扣培训。蝴蝶纽、琵琶纽、青蛙纽
……不同形状的传统纽扣被一一做
出来，接着，老师还现场传授了刺
绣和折纸。图为培训现场。

（南华 陈素君 摄）

本报讯（记者姬联锋） 2017
年宁波市全民健身公益技能培训
篮球活动昨晚在市老年体育活动
中心举行，来自我市各行各业的
50 多名篮球爱好者参加了这次
活动。

杨立宏是石碶街道篮球队队
员，45 岁的他依然热爱篮球运
动。“平时大家工作都比较辛
苦，因为喜欢篮球，也因为锻炼
身体的需要，每周四大家会聚在
一起打球。”让杨立宏自豪的
是，他所在的街道队和八一男篮
的队员也打过球。因为石碶街道
有老师曾是八一男篮主场的工作
人员，他们邀请来了许钟豪等队
员打了一场友谊赛。这次参加体
育局组织的篮球技能培训，能得
到专业教练的指导，杨立宏觉得

来一趟很值得。
周祥是宁波卷烟厂篮球队的一

名队员，他告诉记者，宁波卷烟厂
的兴趣小组和运动协会很多，他经
常和同事一起打球。“我们都是三
班倒或者两班倒，人很难凑齐，所
以在技战术方面比较缺失，今天希
望能在这方面学习一点东西。”周
祥说。

常洪彬是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
术学院的篮球教练，这次担任篮球
公益技能培训的教练。他带领前来
参加活动的篮球爱好者进行了技战
术演练，还打了一场比赛。“他们
虽然不是专业球员，但通过我们的
专业指导，可以让他们在篮球技战
术和篮球意识上有所提高。”常洪
彬说。

本次活动由市体育局主办。

全民健身公益技能培训
篮球活动举行

图为教练正在现场指导。 （胡龙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