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朗境府（高桥镇秀丰村、蒲家村1号居住地块项目）前期物业
管理服务以公开招标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有关事项明确如
下：

1、招标单位：宁波银亿时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项目概况：
名称：朗境府（高桥镇秀丰村、蒲家村1号居住地块项目）；
类型：住宅；
总 建 筑 面 积 ：225499.78 平 方 米（其 中 地 上 建 筑 面 积

175763.54平方米，地下室建筑面积：49736.24平方米）；
位置：项目位于宁波海曙区高桥镇，地块东、南至规划道路，

西至新丰公园，北至幸福路。
3、投标对象：取得物业管理二级及以上资质证书的物业服

务企业。项目经理须具有本科学历。
4、报名日期：投标申请人请于2017年9月26日上午830－

1030（其余时间不予受理），携以下资料到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
公共行政服务中心三楼开标室(镇中心幼儿园南边)：（1）投标申

请书；（2）物业管理资质证书副本和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3）
企业概况；（4）拟派出的项目负责人简历、学历、主管单位出具的
信用证明、最近一个月的社保证明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等材
料原件，目前尚任已中标项目前期阶段项目经理的，不得再拟任
本项目的项目经理；（5）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的，需提交授权
委托书及授权委托人最近一个月的社保证明复印件加盖投标人
公章；（6）承诺书；（7）本市行政区域外的物业企业参加报名时需
提交《外地物业服务企业进甬登记备案表》；（8）获招标人推荐的
需提交招标人出具的推荐书。（9）经现场资格预审合格的投标单
位向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人民政府基本建设专户递交壹万元投
标保证金（2017年9月26日1130之前完成递交，并于1130前
将银行存款回执交至报名点）。所有复印件材料加盖企业公章，
原件备查。

若投标单位超过 5家，则由公证人员监督、招标单位抽签决
定不多于5家物业服务企业竞标。

5、联系人：贺工 联系电话：13056799965

关于朗境府（高桥镇秀丰村、蒲家村1号居住地块项目）
前 期 物 业 管 理 服 务 招 标 公 告 ( 第 二 次 公 告 )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市四明中学新建体艺楼项目空调系统设备采

购及相关服务已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16]
616号文件（批文名称及编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宁波市四明中
学，招标人为宁波教育实业集团育才建设开发有限公司。项目已具
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空调系统设备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址：位于鄞州区中山东路1001号四明中学校内；
招标控制价：4736550元；
工期要求：接业主通知后 30 天内交货,安装及施工须无条

件无偿满足及配合室内装饰工程的总工期；
招标范围：本项目空调系统设备供货、安装、调试、验收及

售后服务及保修等；
质量要求：按国家及行业相关验收规范验收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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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有：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一拖多可变冷媒流量空调系
统制造或供货能力的制造商或代理商（代理商参加投标的必须
提供制造商针对本项目的VRF产品唯一授权书）。

（2）投标产品制造商具有制冷设备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证（需覆盖投标产品制冷量范围，进口产品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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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16时
3.5投标人、法定代表人及其项目负责人经宁波市人民检察

院查询近三年（2014年7月1日至今）无行贿犯罪记录；
投标人应在投标截止时间前，登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工程交易平台，进入《投标文件》上传模块，在项目负责人信息
处自行添加项目负责人。若投标人逾期未添加或未及时更新企
业相关信息的，视为自动放弃投标，其投标将被拒绝

3.6投标人、法定代表人及其项目负责人不得为失信被执行
人。招标代理人对投标人、法定代表人及其项目负责人失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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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14到 2017年 10月

9日16时（以下载时间为准）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下
载招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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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文件下载费用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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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投标保证金
5.1金额：人民币陆万元整，可采用以下任何一种形式缴纳
形式（1）：银行电汇直接缴入以下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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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拟子账号：396170087816。
保证金到账截止日期：2017年10月9日16时（北京时间，以资

金到账时间或保险保单出具时间或银行保函出具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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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保函应由宁波大市范围内的银行出具，银行保函采用

招标文件专用条款提供的格式。
6.投标文件的递交
6.1投标（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递交截止时间为2017年10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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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中国

宁波网和宁波日报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教育实业集团育才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浙江翔实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高新区新晖路155号东城国贸10楼
联系人：刘丹
电话：0574-87354061 传真：0574-87354061

宁波市四明中学新建体艺楼项目空调系统设备采购及相关服务招标公告

１.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中山路综合整治项目景观绿化提升工程（景观

工程）树支撑、设备箱罩采购项目已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以甬发改审批〔2014〕161号批准建设，项目招标人为宁波建工工
程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市产城生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招标代理
人为宁波德威工程造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中山
路街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自筹解决，项目出资比例为100%。项目
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材料设备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建设地点：西起机场路，东至世纪大道，其中海曙段西起

机场路，东至江厦桥（含江厦桥），鄞州段西起江厦桥，东至世纪
大道。

2.2招标规模：/
2.3招标控制价：7828521元。
2.4工期要求：满足总包进度需要。
2.5招标范围：中山路综合整治项目景观绿化提升工程（景观

工程）树支撑、设备箱罩的制作、安装、验收通过、售后服务及保
修等。

2.6标段划分：1个标段。
2.7质量要求：一次性验收合格，且达到招标文件第三部分技

术要求。
2.8安全要求：合格。
３.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资格要求：
投标人应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具备投标产品供货能力的

供应商。
3.2其他要求：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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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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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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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经宁波市人
民检察院查询近三年（2014年 7月 1日至今）无行贿犯罪记录。投
标人应在投标截止时间前，登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http:
//ggzy.bidding.gov.cn:60822/t9），进入投标文件上传模块，在项目
负责人信息处自行添加项目负责人，若投标人逾期未添加的或
未及时更新企业组织机构代码、法定代表人等相关信息的，视为
自动放弃投标，其投标将被拒绝。投标人添加的项目负责人应与
投标文件中项目负责人委任书中的项目负责人一致，否则其投
标将被拒绝。

3.3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4投标人对招标文件异议截止时间：2017年9月26日17时。
４.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7年9月15日到2017年10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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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招标（资格预审）文件下载费用300元。
注：如招标文件资料费（不包括电子交易平台使用费100元）

需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请投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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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给招标代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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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文件如有澄清和修改，将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网站发布，不另行提供纸质版补充文件。投标人须自行下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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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参加投标者在网
上购买招标文件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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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文件网上下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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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与招标代理人联系。
4.7未在网上购买招标文件的单位，其投标文件将不予受理。
5.投标保证金
5.1金额：人民币壹拾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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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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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保函应由宁波大市范围内的银行出具，银行保函需采

用招标文件提供的格式。
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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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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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房间详见当日公告栏）。

6.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代
理）人将不予受理。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日报、中国宁波网（www.cnnb.

com.cn）和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www.bidding.gov.cn）
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建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市产城生态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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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联系人：王皓、俞蒙蒙、翁雪珺
电话：0574-87686084、15757827127、
0574-87684881
传真：0574-87686776

中山路综合整治项目景观绿化提升工程（景观工程）
树 支 撑 、设 备 箱 罩 采 购 项 目 招 标 公 告

标段号
001

金额(元整)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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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470120619

感受成长，体会蜕变，由宁波
日报主办的第二届宁波一流国际高
中系列讲座的消息见报后，众多关
注国际高中的家长纷纷通过热线预
约报名。本周日，首场讲座将在位
于中山东路与江东北路交汇处的宁
波新世界城市展厅开启。来自宁波
效实中学 IBDP 课程实验班升学指
导主任王薇老师将来到现场，为家
长和学生们带来主题为“创国际教
育精品，育国际精英人才”的讲
座，具体有 IB 课程介绍以及 IB 课
程内如何提高自主学习及研究能力
等内容。目前，尚有少量讲座名
额，如果有意向参加的家长可别错
过机会。

效实中学 IBDP 国际课程班自
开办以来，便始终将 IB 的育人目
标贯穿教育教学始终，严把学术质
量，发展核心能力，培养综合素
质。自创办以来，硕果累累。IB
学子在国际数学竞赛、英语学术辩
论、国际太空城市设计大赛、青少
年国际机器人大赛等国内外各级各
类比赛中屡获殊荣。

2015 年，51 名 IB 高三申请学
生共收获 300余份海外大学录取通
知书，以及 14 笔累积有 60 多万美
金的大学奖学金，录取美国大学前
50 排名的比率 （其他国家同比）
高达 96.1%。2016 届毕业生同样交
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52 名毕业
生共收获了来自英国、美国，澳
洲、加拿大等大学的 218份录取通
知书，赢得了美国的常春藤名校布
朗大学、莱斯大学、弗吉尼亚大
学、纽约大学，英国的帝国理工学
院，加拿大的麦吉尔大学、多伦多
学院等世界名校的青睐。

据了解，效实中学国际课程
实验班学制三年，修满学分并通
过 IB 全球统考后可获 IB 课程高中
毕业文凭。高一年级学习预备课
程：预备课程采用 IGCSE 课程体
系 ， 并 进 行 改 良 设 计 ， 开 设 英
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
地理、商业、经济学、艺术、体
育、全球视野与 IB 技能 （学术探
究、活动、创意和服务等课程）
等课程。

高二、高三年级学习 IB 文凭
课程，包括三门核心课程和六个组
别的学科。在 IB 文凭课程中，学
生可自主选择学科。

接下来，我们还将带来三场讲
座，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外

国语学校、镇海中学剑桥国际部、
宁波外国语学校 AP 课程、宁波赫
威斯肯特学校、宁波滨海国际合作
学校的名师们将一一亮相，敬请期
待。

（王颖）

创国际教育精品 育国际精英人才

效实中学名师本周日与您面对面
讲座报名热线：87711389、18858040655、15168582261

本书内容脱胎于果壳网“果壳
问答”栏目的“高考应该怎么选专
业，各专业学习的内容”这一问
题，精选了 800余条答案中最有价
值的部分，深度加工，并在此基础
上做了大量补充，力求做到覆盖所
有常见专业。300 位多个专业的师
兄师姐现身说法，从日常生活的吐
槽到潜移默化的精神升华以及毕业
后的去向，全面呈现最真实的大学
专业，让你的未来不再迷茫，报考
志愿更加心中有数。

媒体推荐
★关于专业的介绍很真实具

体，很好的一本书，适合高三学
生。

——果壳网读者：JEFF
★对于家长而言非常解惑。通

过这本书，能更多地了解高校的专
业设置和很多过来人的真实感受，
对于孩子选择理想的专业很有帮
助。

——读者：Qunweid
★要是我高考完好好读这本东

西就好了，现在就推荐给我的学生
吧。

——读者：花开半日

果壳帮你选专业

9 月 15 日，柏庭养老携旗下
钱湖柏庭、小柏家护与高新和庭
三大品牌参加首届中国 （宁波）
国际健康养老服务业博览会，这
也是柏庭养老成立两年来，全系
列品牌首次整体亮相宁波。

2015 年 8 月，柏庭养老旗下
居家养老品牌小柏家护O2O平台
启动运营，完成培训的护理人员
已有 1400个，并顺利奔赴服务一
线。如今小柏家护成功迎来 2 万
名 客 户 ， 并 入 驻 上 海 和 杭 州 。
2015年 11月，柏庭养老旗下机构
养老品牌钱湖柏庭取得东钱湖横
街地块使用权，健康乐享型社区
入驻东钱湖。乐享生活的养老理

念，健康、自由的园区氛围赢得
广大宁波长者的青睐。2016 年 5
月，柏庭养老旗下康复照顾型机
构养老品牌高新和庭，与宁波李
惠利东部医院签订医养战略合作
协议，落地宁波高新区。

发布会上，柏庭养老有关负
责人除了回顾两年多来柏庭养老
取得的重大成果，解答了“从何
处来”的问题之外，还回答了

“将往何处去”的问题。现场，柏
庭养老还与太平洋保险、上海市
民云、奥克斯医疗集团康复事业
部进行战略合作，并举行了签约
仪式。

（木白）

柏庭养老全系列亮相健博会

“高中三年如何度过”，这个话题已经不再局限于取得高分、成就
名校，更多的是收获对自我的认知及未来的自主规划。IB 课程在培
养学生自主学习及研发方面具有较强的发言权，课程特色及教学方式
充分引导学生在高中阶段成为一个善于探究及思考、善于沟通及反
思、学识渊博且全面发展的未来精英。

本次讲座因场地限制，仅限50席，务必提前预约。
预约电话：87711389 18858040655 15168582261
活动地点：
宁波新世界城市展厅（中山东路与江东北路交汇处，江厦桥口）
下期预告：
10月14日（周六）
宁波外国语学校AP国际部
宁波赫威斯肯特学校

10 月 1 日至 2 日将在文化广场
举行的 2017 宁波体育嘉年华为了
提高群众的参与度，特在为期两天
的活动中安排了 8名少儿中国象棋
精英摆设象棋擂台，由市民报名参
加攻擂，通过互动实现全民健身的
目的。

此次摆擂的 8名少儿中国象棋
精英均来自宁波市少儿象棋队。据市
象棋协会秘书长严世恩介绍，宁波市
少儿象棋队组建于 2013年，是市象

棋协会组建的一支少儿象棋精英队
伍，由国家象棋大师邱东担任教练。
近年来，少儿象棋队涌现了多名优秀
棋手，如获得全国冠军的胡家艺、童
宣程，最年轻的女子象棋大师严子熙
等，象棋技术水平堪称一流。

2017 宁波体育嘉年华组委会
现特向全市征集攻擂高手前来对
弈，通过高手间的激烈对局，为广大
象棋爱好者和甬城市民奉献一场精
彩表演。

报名方式一：关注微信公众号
“宁波日报微互动”，发送“攻擂+联
系电话+姓名”。

报名方式二：输入中国宁波网
http://hd.pub.cnnb.com/zt2017/
2017nbsport/index.shtml，进入报名
区报名。

本次活动年龄、性别不限，但因
名额有限，以预约为主，现场一般不
接受报名，报满即止！凡是报名成功
的市民，组委会会有专人进行联系
确认。

部分选手的详细资料可进入中
国 宁 波 网

“2017 宁 波
体 育 嘉 年
华”专题页
面和宁波日
报微互动查
看。
（倪建飞）

2017宁波体育嘉年华诚邀中国象棋高手对弈

8名少儿象棋精英摆擂台

讲 座 主 题

休闲悦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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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溪金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位于慈溪市古
塘街道孙塘北路以东、北三环路以南的金仕华庭二期项
目（印象剑桥二期）已具备交付条件，请各位业主在 2017
年9月30日前及时至金仕华庭现场办理房屋交付手续。

特此公告！
慈溪金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7年9月19日

金仕华庭二期项目交付公告

扫二维码 关注更多信息

扫二维码有赠书福利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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