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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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篦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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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992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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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篦子的制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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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16:00。
４.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7年9月25日到2017年10

月 26日 1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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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请登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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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1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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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日 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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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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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篦子采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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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敬波

近日，一段视频流传网络，视
频中，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泰来县
一名女副校长在课堂上与学生对
骂，用词难听。事发后，该女副校
长被免职，并从学校调离 （9月 24
日杭州网)。

女副校长与孩子对骂肯定是不
对的。那么，那个孩子呢？也许有
人会说：“他还是个孩子。”好吧，
对孩子要教育为主，学生骂老师，
老师难道就得像《大话西游》里的
唐僧对悟空一样——我叫你不要破
坏课堂秩序，破坏课堂秩序是不对
的呀，哎，你看，我话还没说完，
你怎么开始骂人了呢？骂人是不对
的，学生要五讲四美三热爱……

之前网上还有一段视频，也是
发生在一中学。考试结束时，因为老

师阻止一考生答卷，引起口角之争，
继而双方互殴，忽然之间数名学生
一哄而起，对老师拳打脚踢。老师不
就是按照考试纪律执行吗？至于吗？
这是有多大仇多大恨呀！一些熊孩
子对于家长的暴力也是有过之而无
不及，看看百度里面的这些新闻标
题——《家长不让孩子玩手机，竟被
孩子拿菜刀赶出家门》《四川一家长
不让孩子玩手机，孩子赌气烧卧
室》……

什么时候开始，家长心中的那
个乖宝宝变得如此暴戾？不就是从
他打家长第一耳光的时候，家长想

“他还是孩子”，第一次骂人时，家长
想“他还是孩子”开始的？社会在讨
论孩子到底该“穷养”还是“富养”的
时候，却忽视了一个命题——孩子
该不该“狠养”。当下我们强调快乐
教育，体罚被教育所禁止，但我们是

否注意到，从小对孩子放松管教，可
能导致孩子任性，对家长、对老师、
对其他孩子出言不逊、言语顶撞，甚
至大打出手。

中国正面临着很多人类历史上
从来没有面临过的问题，比如独生
子女。复旦教授钱文忠曾就孩子教
育问过几个问题：教育怎么就一定
是快乐的？我们凭什么对注定将要
接替我们的子孙让步？教育可以没
有惩戒手段吗？单凭鼓励就可以完
成教育了吗？

钱文忠自己的回答是“不打不
骂不罚培养不出优秀的孩子”，虽
然我们对“狼爸式教育”方式应当
持谨慎态度，但是对全社会形成的
家长、老师向孩子让步的氛围更应
当扭转，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是接
不住中国未来发展的重担的。

家长不罚、老师不罚，孩子真

的就听话了吗？好吧，再看看网上
那些熊孩子打同学的狠劲，扒女同
学衣服时录像的那个无耻劲，你还
能说“他还是个孩子”吗？纵容之
下，他们缺乏秩序意识，无所畏
惧，无非让他们陷入暴戾的丛林法
则之中。

作为法律人，我接触过不少少
年犯，印象最深的一个是把人打成
重伤。我在跟他谈话时，他表现得
非常轻松，说：“没关系，我知道
我还有多少年不用负刑事责任。”
这听得我心惊肉跳，如此“懂法”
的一个少年，我还能用法律教育他
什么呢？这就是我们的花朵吗？这
就是我们的未来吗？

我们常说孩子生下来是天使，
但若教育不当，他们还可以堕落成
反社会的恶魔。所以，大家别以

“他还是个孩子”纵容熊孩子了！

别以“他还是个孩子”纵容熊孩子了

据9月25日新华社报道：最近，一条代驾新骗局的帖子，经由
多地公安部门官方微博、微信的转发火了。据警方透露，一些人员冒
充代驾司机送乘客回家，途中套取乘客个人信息，故意制造交通事故

“做局”，最后索要高额钱财。个别从业者的无良行为带来行业隐患，
代驾行业管理无序，漫天要价、肇事逃逸等乱象频出。

周琳 程士华

一辆单车每年被共享骑行
2000 多次，没有现金照样吃喝玩
乐 ，网 购 大 数 据 也 可“ 攒 信
用”……当下，“新”经济浪潮势不
可挡，不断发掘新应用场景，创造
全新商业图景，彰显中国经济发
展新气质。

互联网、新能源、人工智能、知
识经济等技术进步驱动本轮“新”
经济浪潮的爆发，回应社会对移动
化、智能化、个性化等需求的升级。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民
经济比重达54.1%，战略性新兴产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8%。这表明，

“新”经济因素快速成长，正持续推
动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接过经
济发展“接力棒”。

放眼全球，本轮“新”经济浪
潮，中国独领风骚。这与中国人主
动参与“新”经济，各级政府保驾护
航分不开。传统依赖廉价劳动力、
打价格战的模式，已走到尽头，创
新和技术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比
重不断加大。从中央到地方，出台

数以百计鼓励和扶持创新的政策，不
论是降低市场门槛的“双创”激励，还
是塑造公平环境的开放举措，均成为
孕育“新”经济活力的沃土，为经济持
续发展源源不断注入动力。

“新”经济不止步于创造出新行
业，更与传统行业深度融合，加速推
动经济结构调整，从过去的“包袱”
中结出财富。共享单车的出现，让传
统自行车制造企业“智能化”“互联
化”，互联网改变了生产要素流动渠
道，“云制造”数倍提升闲置产能的
利用率。由此可见，用新的技术和模
式让传统产业焕发“第二春”，将成
为增强经济活力，加快新旧动能转
换的重要抓手。

“新”经济推动社会多维度、系
统性变革。宏观上看，是产业结构质
量的重塑；微观上看，是个体创新思
维被激活。如分享经济、互联网经济
的快速成长，改变了传统的就业方
式，创造了庞大的灵活就业机会。未
来，人们可以更加能够依照自己的
兴趣、技能、时间及其他资源，参与
分享活动，以自雇型劳动者身份灵
活就业。

从“抛弃铁饭碗下海被认为是
不务正业”，到“最聪明的一群人出
来创业”，中国只花了 20 多年的时
间。日渐公平开放的环境和富有活
力的氛围，给了普通人自主创业、
自由择业的勇气，最大程度激发了
参与者的积极性、创造性，人们为
想做、爱做的事敢试、敢为，将是支
撑中国经济新气质的最大动力。

（新华社北京9月26日电）

为想做、爱做的事敢试、敢为

为了安全找代驾，
哪料祸水招进家。
一粒鼠屎隐患多，
行业口碑要变差。

郑晓华 文 朱慧卿 绘

入行门槛容易跨，
有人客串咋管他？
明确规范加自律，
持证上岗好办法。

据 9 月 26 日 《湖北日
报》报道：25 日，武汉市发改
委发布消息，对在天河机场候
机厅卖高价牛肉面套餐的某
店开出了 5000元的罚单，理由
是未按规定明码标价。据悉，这
是该省印发《相对封闭区域内
商品和服务价格行为规范（试
行）》以来开出的首张罚单。

本期主持 杨继学

据 9 月 25 日澎湃新闻报
道：9 月 23 日，山东德州。“哆
唻咪幼教中心”托二班工作人员
宋某某、董某某，在管教学生期
间采取用透明胶带捆绑等方式体
罚学生，公安机关依法对两人处
以行政拘留。

点评：机场高价餐饮饱受诟病，明码标价，满足了消费者的知
情权，似乎消费者若嫌贵，大可以“用脚投票”。事实上，由于机
场是封闭区域，店面基本上是垄断经营，消费者并没有多少选择
权。规范商品和服务价格，就需要这样的“首张罚单”。

@负担：是不是因为门面租金太贵？店铺应联手跟机场砍价。
@疯狂飞轮：在机场吃泡面的也不少。

据 9 月 25 日中华网报道：
近日，在山东济南，一宾利车主
被一老大爷骑电动三轮车撞了。
老大爷说不好意思，自己残疾腿
脚不好，于是善良的小伙说算了
吧，也不是故意的。小伙刚要开车
走，老大爷觉得还是要赔偿些，便
从车窗扔给小伙子一袋葱。

点评：贫富有差异，小伙的富者仁心，使这条新闻分外暖心。
但我们在感动时，不能忽视一些事实。按老大爷的说法，其“腿脚
不好”，根据相关法律，他驾驶电动三轮车明显违规，碰撞车辆理
应承担全责。遇到善良小伙被“豁免”，实属侥幸。

@疯狂烧烤：不让赔是人情，真让他赔也合法合理。
@佛丁：其实这样也不好，会助长一些人的违规意识。

据 9 月 26 日正义网报
道：男子吴某荣用掌握的电工
技术赚快钱，帮助居民改装电
表偷电，6 分钟就能改装 1 个
电表赚 1500 元。日前，吴某
荣因涉嫌盗窃罪被福建省顺昌
县检察院提起公诉。

点评：作为技术娴熟的电工，理应知道“偷电”的法律后果，铤而走
险，当属财迷心窍。一个人有技术有能力，更应依法致富，这样赚的才是
安心钱。否则，钻规则漏洞甚至践踏法律红线，“触电死”是迟早的事。

@泛滥：难怪他抵不住诱惑，这确实是无本万利。
@涪陵电力：改装个把两个可能不会被发现，太多了电力公

司是不会放过的。

点评：幼儿教师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不是什么人都能当
的。《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明令禁止教师体罚学生，但类似事
件屡有所闻，固然有教师个人素质原因，更反证当前幼教培养、筛选
机制存在疏漏。“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确有敲山震虎之效，但杜绝体罚
行为，还得把好幼教“入职关”。

@发电量：当幼教没耐心早晚出事，害孩子也害自己。
@分立小道：很多幼教老师自己还是孩子，在家里也娇生惯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