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盛宁线茅洋至泗洲头段改建工程已由宁波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16]618号批准建设，项
目统一代码：2016-330225-78-01-001715-000，项目业主为
宁波交运建设有限公司，招标人为宁波交运建设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人为宁波建信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建设
资金来自上级补助及自筹，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项目已具
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勘察设计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项目起点接正在实施的东陈至茅洋段终点，

位于花墙村东面，路线向西沿老路过路西跳岭后路线偏南向
西，与现状71省道分离，终点接规划泗长线改建段，远期继续
往西穿西溪岭后与宁海71省道段相接。

建设规模：本项目改建段起自茅洋乡花墙村，终点至泗
洲头镇南岙村，全长3.56公里。

技术标准：工程按部颁《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B01-
2014）中的一级公路、双向四车道标准建设，设计速度为
80km/h，设计汽车荷载等级采用公路－I级，路面结构为沥青
混凝土路面。

工程投资：本工程估算总投资约3.1亿元，建安费约1.4亿
元。

招标范围：本项目的勘察设计，包括公路工程【含路线、
路基、路面、桥涵、交叉及沿线设施（含安全设施、绿化等）】、
交通工程等的工程勘察、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概预算文件
编制、工程量清单和后续服务等全部工作。

标段划分：1个。
勘察设计周期：

（1）合同签订后 10 天内，提交初测、初勘外业方案；合同
签订后30天内，通过初测、初勘外业验收并提交初测、初勘报
告送审稿；

（2）合同签订后后60天内，提交初步设计文件送审稿；
（3）初步设计文件批复后10天内，提交详勘、定测外业方

案；初步设计文件批复后30天内，通过详勘、定测外业验收并
提交详勘、定测报告送审稿；

（4）详勘、定测外业验收后并在接到发包人实施通知后
60 天内，提交主体土建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送审稿；其余工
程的施工图设计文件根据工程项目进展及发包人要求进行
提供；

（5）在收到咨询单位、发包人和上级主管部门审查意后，
设计人应在15天内对勘察报告及各设计文件进行修改完善，

提交勘察报告和初步设计文件最终稿，施工图设计文件最终
稿；

（6）根据发包人招标工作进度的需要，分批提交开展施
工招标工作所需的图纸、工程量清单、参考资料、施工项目专
用技术规范等招标资料；

（7）施工现场配合期服务：从项目开工至项目竣工验收，
施工期暂定24个月；缺陷责任期24个月。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备国内独立法人资格，同时具

备：①公路行业（公路）专业甲级设计资质（或工程设计综合
甲级资质）；②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勘察））甲级资质

（或工程勘察综合类甲级资质），并在人员组成结构等方面具
有相应的设计能力。

3.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项目负责人应具备道桥或公路专业高级技术职称及

以上职称。
3.4 投标人对招标文件异议截止时间：2017 年 9 月 28 日

17时。
3.5其他要求
3.5.1 投标截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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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市交通委信用信息查询”获得
的评级信息未被评为 D级的【具体按照关于印发宁波市交通
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办法（试行）和宁波市交通建设市场
信用评价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甬交建[2014]313 号）执
行】。

3.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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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 投标人及拟派项目负责人不得被列入尚在公示期
内的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黑名单”（具体按照宁波市人民政
府关于印发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黑名单”管理办法的
通知甬政发【2014】119 号文件执行，以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网站查询结果为准）。

3.5.4 公路工程设计甲级资质的投标人应列入全国公路
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最新公布的设计资质企业名录，
且投标人名称与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的名
录相符，未进入名录或名录不符的投标人，资格审查不予通
过。

3.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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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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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营业执
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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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本次招标采用资格后审，资格审查条件（最低要求）详
见本公告附件。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7 年 9 月 22 日至 2017 年

10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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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伍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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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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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账户的银行出具，格式

详见招标文件。
备注：1、以上投标保证金缴纳形式投标人可任选其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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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基本账户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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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银行保函形式
的，保险保单复印件或银行保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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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银行保函原件在投标
截止时间前提交给招标（代理）人。

5.2 退还时间详见招标文件（保险保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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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17日 9时 30分，地点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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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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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bidding.gov.cn）和宁波日报上发布。
8.联系方式
代理机构：宁波建信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
地址：高新区星海南路100号华商大厦10楼
电话：15867300997 联系人：唐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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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单玉紫枫

一座城市的开放发展，不仅需
要自上而下的政策倡导，也离不开
自下而上的民间实践，两者无缝连
接，方可良性互动。

日前，宁波“一带一路”建设
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正式发布。其
中明确，到 2020 年，综合试验区

“一带一路”人文交流门户区的地
位初步确立。宁波文创类领军企业
将如何借势发力？记者为此进行了
相关采访。

发力本土文化

“港口是宁波的城市名片，王
阳明是宁波的标志性历史人物，海
洋文化、运河文化以及佛教文化是
宁波的特色，在我看来这些文化就

是宁波城市的历史和未来。让这些
文化能够共融，能够促进宁波城市
文化建设，就需要各个领域的人一
起努力，整合产业，从实体经济到
文创经济一条心地发展！”年轮映
画董事长朱俊澎慷慨激昂。

上周六，年轮映画在宁波举办
2018 战略发布会暨“新三板”挂
牌答谢会。年轮映画的前身莱彼特
传媒 2010 年在宁波成立，起初只
是一个动画制作小团队，如今已发
展成为覆盖网剧、版权制作、商务
营销、艺人经纪等领域的全方位影
视娱乐公司。该公司切入影视领域
仅 4 年，已出品十多部网络电影，
还与芒果 TV 联合投资制作了首部

“影转剧”作品 《路从今夜白》。
《路从今夜白》 已成为同期创业公
司中登陆湖南卫视的第一部连续
剧。

“对内容创作型公司而言，更
需要结合当下热点，进行专业的商
业价值运营和挖掘，以提高自身的
商业变现能力。”一路走来，朱俊
澎感慨颇深。对于下一步计划，他
表示，该公司目前正在泰国拍摄的
电影 《血拳》，通过中泰两国团队
携手打造，将中国文化和泰国文化
进行深度融合，并用电影的方式展
现出来，让大家可以了解“一带一
路”的深远意义。

设立境外文创基地

与年轮映画发展轨迹类似，宁
波奇邻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从两人团
队的家庭作坊起家，到目前已发展
成为集设计、研发、生产、销售为一
体的综合性文化创意集团，拥有超
过 500家供应商，并为沃尔玛、迪士

尼、华纳等世界 500 强企业提供货
源。

对于“一带一路”市场的开
拓，董事长谢军民有自己的看法：

“目前公司的主要贸易伙伴集中在
北美、西欧。随着公司业务的发
展，我们希望可以进一步将工作重
心从贸易转移到产品上来，提升企
业在价值链中的位置。”

谢军民表示，未来，针对“一
带一路”区域，奇邻希望从两方面
着手切入，一方面在东南亚设立动
漫游戏服装产品生产基地。东南亚
生产成本低，人工成本仅为宁波的
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前景十分诱
人。另一方面，奇邻希望在东南亚
招徕动漫设计类的高端人才，通过
营造多元团队形态，使不同设计师
的想法、文化背景产生积极碰撞，
推动产品创新。

甬城动漫影视公司发声——

以文创产品发力本土文化
服务“一带一路”综试区建设

“多亏了鄞州银行的 80 万元小
额保证保险贷款，帮助我们解决了
购买虾苗的燃眉之急。”宁波椿霖
水产养殖场的老总鲍洪福开心地
说，“今年的虾大，预计销售收入
约2200万元，净利润约660万元。”

据悉，该小额保证保险贷款业
务为鄞州银行与宁波太平洋财产保
险、人保财险宁波分公司合作推出
的一款“保险+融资”创新型金融
产品，企业无须抵押，凭保单就可
获得最高 300 万元的贷款，风险则
由保险公司和银行按比例分担。

今年上半年，我市小额贷款保
证保险已累计为 1.5 万余户小额借
款人提供了超过150亿元的资金。

金融“活水”
助水产养殖

本报讯（通讯员宣文 见习记
者孙佳丽） 临近中秋，又到了月饼
销售旺季。21 日，市市场监管局
发布了中秋月饼抽检报告。在生
产、流通两大环节，市场监管部门
累计抽检产品 142批次，总体合格
率为99.3%。

据了解，此次，市场监管部门
在流通环节抽检月饼 100批次，抽

检的范围包括鄞州区、江北区、奉
化区以及慈溪市的大型商超和零售
摊贩，集中抽检了阿斯巴甜、安赛
蜜、苯甲酸、大肠菌群、防腐剂等
项目。抽检结果显示，所有抽检月
饼均为合格产品。

在生产环节，市场监管部门抽
检地产月饼 42 批次，检测项目包
括馅料含量、总糖、脂肪以及菌落

总数等。抽检结果显示，奉化区东
升食品厂生产的 1批次苏式百果月
饼被检出菌落总数不合格。奉化区
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法予以查处，并
责令该厂查清问题产品流向，召回
不合格产品。

市市场监管局提醒市民，尽管
此次月饼抽检合格率为 99.3%，但
消费者在选购月饼时仍需注意以下

几点：首先，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月
饼，并留存购物凭证，购买月饼时注
意查看包装是否完整、包装标示内
容是否完整等；其次，购买月饼后按
照包装标签标示的方法贮存，应在
保质期内食用；最后，大部分月饼糖
分、油脂含量较高，建议不要过量食
用，建议老人、儿童及肠胃不适者根
据身体状况适量食用。

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中秋月饼抽检报告

142批次产品总体合格率为99.3%

近日，由市质监局主办的宁
波市检验检测技能比武在宁波国
家高新区落下帷幕。该活动围
绕“全面剿灭劣 V 类水 质监助
建名城名都”主题，分理论考
试和实践操作两个环节，其中

实践操作为水质中氨氮指数的
测定。据介绍，氨氮指数是判
断 水 体 富 营 养 化 的 重 要 指 标 ，
也是“五水共治”中经常要掌握
的检测数据。

（俞永均 陈剑平 摄）

图为宁波椿霖水产养殖场的工作人员正在收获南美对虾。 （金鹭 杨丹雅 摄）

本 报 讯 （见 习 记 者 金 鹭
通讯员张文胜 张珍） 电梯安全
综合保险自去年 8 月 31 日在鄞州
区落地以来成效如何？笔者近日
在采访中获悉，不少小区电梯故
障率下降一半。

电梯安全综合保险是宁波建
设国家保险创新综合试验区的一
项重要内容，通过引入“保险+
服务”机制，达到电梯安全管理
的社会共治。目前，鄞州区已有
14 个小区试点电梯安全综合保
险，投保的电梯有 611 部，保障
额度达到了1.22亿元。

电梯安全综合险推行以来，
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电梯维保公
司更加尽责了，电梯故障率下
降了。负责潘火街道金桥花园
小区的宁波永达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负责人说，小区有电梯 60

部，投保前每个月发生七八起
故 障 ， 现 在 只 有 三 四 起 。 他
说：“以往缺少第三方的监督，
有的电梯维修保养单位维保时
走 过 场 ， 十 几 分 钟 敷 衍 了 事 ，
现在不一样了。”

有同样感受的还有宁波如佳
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经理陈宏伟。
该公司负责潘火星河晨光小区的
物业管理。他说，去年 10月，小
区给 17部电梯投保后，电梯故障
率明显下降。之前，每个月总有
五六起，现在下降到两三起，今
年2月份零故障。

近日，宁波保监局联合质监
局、金融办、住建委等部门发布

《关于全面推行电梯安全综合保险
工作的意见》，到 2017 年年底，
各区县 （市） 全面推行电梯安全
综合保险制度。

鄞州区14个小区
611部电梯上保险
不少小区电梯故障率下降一半

本报讯 （见习记者金鹭 通
讯员张瑞雪） 21 日，利时集团旗
下开利星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开利星空） 与阿里
拍卖、天猫汽车达成合作计划，
宣布启动平行进口汽车新零售电
商项目。

由于绕开了总经销商、4S 店
等销售环节，由开利星空零售的
平行进口车在价格上有较大优
势，要比 4S 店的价格低 35%左
右。

借助阿里生态圈强大的引流

能力以及电商行业经验，开利星
空将打造 B2C 汽车电商服务平
台，与线下卖场进行有机结合，
引入平行进口汽车、中规车、二
手车及零部件等。“消费者可在网
上下单，到线下卖场取货，或付
一定的‘邮费’，享受送货上门服
务。” 该负责人表示。

未来 三 年 ， 开 利 星 空 在 线
下 计 划 完 成 100 家 汽 车 新 零 售
卖场店、500 家汽车新零售标准
店及 1600 家售后服务网点的建
设。

利时集团
开启汽车“海淘”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