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招标条件
本项目宁波市轨道交通 4 号线工程已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以甬发改审批 【2015】 4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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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对宁波市轨道交通 4号线工程供
电系统再生制动能量回馈装置采购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
3.投标人的资格要求
3.1投标人资格条件：

（1） 在我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且注册资金为5000万元人民
币及以上的生产厂家 （如外币注册的按开标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
布的中间价进行转换）；

（2） 所投设备具有有效的型式试验报告。
3.2信誉要求：

（1） 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无违法行为记录 （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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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停止投标活动且处在被停止投标期间内）；

（2） 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经向宁波市人
民检察院查询近三年 （2014年7月1日至今） 无行贿犯罪记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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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公告）
5.投标保证金
5.1投标保证金的金额：每个标段不少于人民币30万元整。投

标保证金的形式及缴纳方式 （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
5.2 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2017 年 11 月 8 日 16 时 00 分前 （北

京时间，以资金到账时间为准）。
5.3 联 系 电 话 ： 0574—87861127 （ 中 国 银 行 ）； 0574-

87011318、87011280（宁波市建设工程综合保险服务中心）。
6.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即开标时间为2017年11月13日9时

30 分，地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宁波市鄞州区宁穿路
1901号市行政服务中心4楼），具体开标室详见楼道口指示屏。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项目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 （www.chinabid-

ding.com.cn）、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 （www.bidding.gov.
cn） 上发布和宁波日报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代理人：宁波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洁、段工
电话：0574-87689053

宁波市轨道交通4号线工程供电系统再生制动能量回馈装置采购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项目宁波市轨道交通 2 号线二期工程已由宁波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15】294号文批准建设，宁波市轨道
交通 4 号线工程已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
【2015】445号文批准建设，宁波至奉化城际铁路工程已由浙江省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浙发改设计【20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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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对宁波市轨道交通
2号线二期、4号线及宁波至奉化城际铁路工程后通段变压器类
采购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公告）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资格条件：

（1）在我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且注册资金为2000万元人
民币及以上的变压器生产厂家（如外币注册的按开标当日中国
人民银行公布的中间价进行转换）；

（2）所投设备具有有效的型式试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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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标段投标。
3.4投标人对招标文件异议截止时间：2017年10月13日17:00。

请将要求澄清内容加盖公章复印件及word（2003版）电子版发送

至 1349285824@qq.com。提问截止时间之后提出的问题，招标人不
予受理。建议投标人在招标文件提问截止时间前下载招标文件。

4.招标文件的获取（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公告）
5.投标保证金
5.1 投标保证金的金额：每个品目或标段不少于人民币 20 万元

整。
5.2投标保证金的形式、缴纳方式及截止时间（详见宁波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网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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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16日9时30分，地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宁波市鄞州区宁
穿路1901号市行政服务中心4楼），具体开标室详见楼道口指示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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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采购与招标网（www.chinabid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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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联系方式
招标代理人：宁波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工 电话：0574-87179297

宁波市轨道交通2号线二期、4号线及宁波至奉化城际铁路工程后通段变压器类采购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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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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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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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尸启事
无 名 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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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坞 派 出 所 送

至 奉 化 区 救 助

管理站救助，于 2017 年 10 月

4 日病故。现发布认尸启事，

望其家属和知情人士在登报

之日 30日内速与奉化区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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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奉化区救助管理站

遗失启事

下列日报下列日报发行部发行部均可受理均可受理
永寿发行站永寿发行站 永寿街永寿街22——88号号 8787279392279392

白杨发行站白杨发行站 白杨街白杨街2828--11号号 8714684487146844

青林湾发行站青林湾发行站 青林湾街青林湾街11号号 8703791087037910

民安发行站 民安路民安发行站 民安路248248号号 8737323587373235

春晓发行站春晓发行站 育兴街育兴街2727号号 8792946587929465

慈城发行站慈城发行站 竺巷东路竺巷东路3333号号 8759147587591475

接待处接待处：：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901901号号 电话电话：：8768219387682193
时间时间：：周一至周五周一至周五 上午上午９９0000——11110000 下午下午14140000——17173030

丽园发行站丽园发行站 薛家南路薛家南路8888弄弄2020号号 8818589388185893
宋诏桥发行站宋诏桥发行站 宋诏桥路宋诏桥路55号号 8784228987842289
高新发行站高新发行站 海棠路海棠路9494号号 8791222987912229
江北发行站江北发行站 生宝路生宝路7070号号 8767600587676005
鄞东发行站鄞东发行站 四明中路四明中路9393号号 8811706188117061
鄞西发行站鄞西发行站 鄞县大道西段鄞县大道西段834834号号 8825479888254798

微信号微信号NBRBXXGCNBRBXXGC

2017年第18期（总第352期） 2017年9月30日出版

官方微博二维码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宁穿路 2001号行政中心 1号楼 C417室 咨询电话：（0574） 89182682 89182545
邮政编码：315066 公报电子版网址：http://gtog.ningbo.gov.cn/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nbzfgb

宁波市人民政府公报室

官方网站二维码

市政府文件

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宁波市政府投资项目审计监督办法》的决定

（政府令第239号） ………………………………………………… （4）

市政府办公厅文件

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报送市政府审批的行政执法决定法制

审核规程及行政执法决定事项目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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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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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值

《生活饮用水卫

生标准》

（GB5749-2006）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100 ≤15 ≤1 无 ≤3
无异臭、

异味

出厂水≥0.30

管网水≥0.05

出厂水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 0.05 无 无 0.64 0.55

管网水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 0.11 无 无 0.62 0.16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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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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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晓峰 通讯
员王珏昊） 被网友戏称为“最严”
的驾考新规已于 10 月 1 日起实施。
昨天是长假后首个工作日，也是我
市全面启用新规进行评判的日子。
记者从车管部门获悉，此次变动最
大的科目三考试，420 人参考，合
格率仅为30%，共性问题在于“灯
光”与“车速”。

据悉，昨日科目二参考人数为
516 人，平均合格率为 55%。与以
往的平均数据75%相比，合格率有
所下降。市车管所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科目二考试与原来相比没有大
改变，主要还是考生的心理作用在
作祟——自以为难度增加了，导致

过分紧张。比如“中停”问题，在
他看来就降低了难度：过去在考科
目二时，倒车入库、侧方停车、直
角转弯项目，中途是不能停车的，
一旦停车直接就不合格；现在，允
许中途停车，但不超过 2秒，如果
超出时间，也只是扣5分。

这次驾考新规变动最大的是科
目三考试，以前的平均合格率为
65%，与昨日的 30%合格率相差甚
远。“挂科”主要集中在三点：首
先是模拟灯光的使用上，以前考试
的语音指令是固定顺序的，远光
灯、近光灯、转向灯以及应急灯的
切换有规律；如今考试更为灵活，
顺序变成随机了，导致很多不熟悉

灯光运用的考生被难住了。
其次是关于转向灯的使用。新

驾考尤其注重文明驾驶与安全驾
驶，考生必须在离路口还有一段距
离时就提前打开转向灯，这个时
间不能短于 3 秒。这一条同样适
用于“起步、变更车道、靠边停
车”时，而不少考生就因为疏忽
了这一点导致“落榜”。因为新规
对灯光使用考核更加严格，一些此
前扣10分的项目，现在直接扣100
分。

第三，车速问题。市车管所工
作人员说：“‘车速与挡位匹配’
问题，以前是不评判的，现在很重
视，不少考生就因为长时间低速行

驶导致考试不合格。”据悉，在昨
日的慈城考场，共有 77 人次因加
减挡位操作不当而“挂科”。其
中，2挡位时车速过高的就有29人
次，3 挡位时车速过低的有 48 人
次。“车速不能过低，否则车辆会
出现闯动、熄火，属于不合格。”

“合格率下降只是暂时的，等
考生过了适应期，自然会提升上
去。不过这次也提醒广大学车市
民，安全驾驶意识需贯彻始终。”
市车管所工作人员说，这次变动也
在提醒驾校教练，教导学员时不能
只教死记硬背的几个动作了，要有
意识地引导学员养成良好的驾驶习
惯。

长假后，“驾考新规”全面实施
科目三合格率仅为30%，共性问题在“灯光”与“车速”

本报讯 （通讯员贺承伟） 随
着辖区人口的快速增长，为更好
地满足居民日益增加的妇幼保健
需求，近日，镇海庄市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进一步优化就诊
流程，推出一站式妇幼保健自助
操作系统，极大地方便了就诊人
群。

根据浙江省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优惠政策，我市对孕产妇及儿
童保健部分项目实行费用减免，
然而在这项惠民政策的实施过程
中，逐渐暴露出患者就诊流程相
对复杂等问题。在妇幼保健过程
中，使用现金结算的项目和费用

减免的项目需要分开挂号、分别
刷卡结算，给网上预约挂号、自
助缴费、叫号排队等操作带来不
便。

为破解这一难题，该中心对
内部信息系统进行了改造升级，
打通了系统中的信息壁垒，实现
了就诊“一号通”，居民仅需挂
一次号即开启就诊流程，网上预
约挂号、自助结算、自助取单等
操作均可顺畅进行，居民“最多
跑一次”，便能一站式完成妇幼
保健各项服务。新模式试行半个
月以来，大大缩短了居民就诊时
间。

推出“一号通”

庄市实现妇幼保健
“最多跑一次”

【上接第1版①】
据了解，我市公交车实行

70 岁以上老人免费、学生半价
等优惠。除学生接送车由政府统
一“埋单”外，山区公交的老年
乘客、低保户等比重也要高于城
市，其中山区公交中有60%乘客
为老年乘客，要高于市区公交平
均值30个百分点。

除了政策惠民，不少农村公
交 已 组 成 了 “ 有 爱 的 车 厢 家
庭”。617-7 路车的应国富师傅
和村民很熟络，成了山区老人的
专职“快递员”。“有些老人行动
不便，就会让我到镇上带东西。
有时候老人家里的电器坏了，我
就拿回去修，修不好就到镇上找
专业师傅帮忙。”应师傅说，每
次公交车一到站，就有很多老人
来认领东西，看到老人领到东西
开心的样子，他也跟着开心。

盛爱丰师傅驾驶的 391路车
途经甬江村，这是该村开通的首
条公交线路。甬江村在宁波大学
附近，全村 300多户人家，年轻
人大多出去打工了，村里剩下许
多老人和孩子。“留守的老人和
孩子，特别需要社会的关心。”
三年来，盛师傅利用自己会理发
的一技之长，为老人们免费理
发。

【上接第1版②】
2015 年，上海世博会滕头馆

在滕头回迁复原。这座展馆记录着
滕头 30多年来的绿色发展史，“全
球生态五百佳”“世界十佳和谐乡
村”等 70 多项国家级以上荣誉引
人瞩目。

漫步在今日滕头，清澈见底的
外婆溪已从以前的小河被拓宽至
10 余米，两岸遍植花木，河中游
船穿梭。生态温室内的奇花异草扑
面而来，摘果蔬、踩水车、喂鸽
子、骑大马等亲近自然的体验令孩
子们兴奋不已。全村绿化覆盖率达
67%，空气质量常年保持优秀，还
建起了全国首个村级 PM2.5 监测
站。原本圈养的松鼠现在在林间时
常可见。据相关部门统计，滕头近
千亩农用土地的综合效益是传统农
业的 150多倍。今天的滕头已不止
于“卖风景”，园林绿化、新能
源、新材料等生态产业在滕头集团
中所占比例超80%。

“拒绝一两个有污染却能够赚
钱的项目也许并不难，但是 30 年
拒绝污染企业，这种自觉与恒心
值得‘点赞’。不是说金山银山
不重要，而是当金山银山与绿水
青山发生冲突时，滕头村人毫不
犹豫地选择了绿水青山。”这是
中央电视台记者在采访滕头后的

点评。

持续创新促进绿色增速

“不能躺在成绩单上睡大觉。”
现任村党委班子时刻牢记着傅企平
的叮咛，要继续走在全国新农村的
前列，党员依旧是关键少数，党员
带头创业创新的首要目的，就是让
村集体资产保值增值，让村民日子
过得更好。

在“二次创业”的紧迫感中，
滕头人不再满足于 2平方公里的村
域范围。2001 年起，以滕头园林
股份公司为首，滕头走上绿色扩张
之路，先后在福建、江西、安徽、
湖北、山东等地建起了总面积超
10 万亩的苗圃基地。一花催开百
花，以“滕头”品牌连锁运营为要
诀，“绿色扩张”模式正在辐射全
国各地。“村域面积太有限，我们
就 在 全 国 各 地 再 造 30 个 ‘ 滕 头
村 ’， 与 当 地 人 共 建 ‘ 生 态 飞
地’。”傅平均认为，通过探索小而
精、可复制的运营模式，滕头经验
有望推广至其他村，带动更多村民
共同致富。

2011 年起，滕头又开生态酒
店先河，先后在北仑、江北、慈溪
开设三家门店，并一炮而红。田园
美景与乡土美食无缝融合，唤起城

里人的乡愁。滕头集团副总裁袁坤
说，这是打造“连锁滕头”的试水
之作，相当于在其他地方建设一个

“迷你版”的滕头村。在慈溪达蓬
山风景区的窖湖岸边，心沐·蓝莲
精品民宿以花园式的环境收获高达
74.8%的入住率，并开始布局连锁
发展。

探索绿色产业新模式、新业
态，在循环经济上再做新文章。用
大卡车把旧报纸、粉碎保密纸等废
料运向造纸厂，回程绝不“跑空
趟”，带回来的是对方生产的原
纸。“不仅能节约物流成本，也为
探索循环产业提供了机会。”傅平
均带头创办的再生纸板厂去年创造
产值 2.5 亿元，并成为中国循环经
济产业会员单位，今后还将尝试生
产纸箱。今年 5月，滕头又引入太
阳能发电板组装流水线，并在两家
工厂内试水太阳能发电，并计划进
行推广。

既能坐拥美景，又可赚饱口
袋，滕头的发展史表明，生态也是
生产力。从村办企业起家的滕头集
团公司目前旗下已有 70 余家不同
领域的企业，涵盖服装、机械、建
材、电子设备、出口包装等领域。
2016 年全村实现社会总产值 93.47
亿元，利税 10.01 亿元，村民人均
纯收入6.3万元。

“绿色溢出”促共富

走在村里，三代农民公寓醒目
可辨，从最初的青砖瓦房到红顶联
排别墅，再到新建成的电梯公寓
楼，村民的花园式住宅让城里人艳
羡不已。

村里只有871个户籍人口，不少
房子租给了从各地涌入的工人。正在
村中散步的老傅夫妇正是这样的“房
东”，老两口每人每月可从村里领到
1500 元的福利金和 2000 元的退休
金，加上房租等，月入近万元。

如今滕头村近 40%的村民拥有
大专文凭，村里还对考上大学的本
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奖励 2万元
至 5万元。有位村民曾在博客里这
样写道：“我得意，我能住在这美
丽的村庄。在未来的日子里，我要
用我的思想、我的双手，给村庄筑
一道诗歌的围墙，让村庄布满花
香，充满阳光。”

福利保障靠集体，发家致富靠
自己。富起来的村民不忘奋斗，全
村就业率达 100%。在村党委的鼓
励下，20 多户村民加入自主创业
队伍，在对外贸易、服装等行业大
展身手，每年可创造产值15亿元。

一村富，不如村村共发“生态
财”。每天早晨，周边总有“上班

潮”涌向滕头集团旗下的各家企
业。以滕头的绿色溢出效应带动更
多村民在家门口致富。

联合附近的青云村、傅家岙村、
肖桥头村、塘湾村，滕头区域党建联
合体在 2015年成立。在不改变行政
区划、不增加管理层级、不违背各村
意愿的前提下，定期举行联席会议。

青云村内，清末民初的古建筑
随处可见。该村党支部书记杨海定
说，企平书记常向他介绍外地古村
落保护开发的好经验，并请来多位
专家现场指导。目前，青云村古建
筑修复一期工程已经基本完成，并
在不久前入选国家级“美丽乡村示
范村”。

“五村各有特色和优势，以优
质项目为依托，党建联合体正在向
经济联合体转型。”滕头村党委副书
记刘松江介绍，今年 5月，区域五村
编制完成《健康小镇建设总体规
划》，依托各村资源划分商务景观、
健康文化、绿色产业三大片区，串联
景观打造“桃花盛开”风景线，力争
实现“区域内无弱村”的目标。

身边是滕头案例馆内颗粒饱满
的 水 稻 ， 不 远 处 是 以 犁 的 前 身

“耒”为原型的石雕，傅平均说：
“绿色道路和滕头精神都是我们最
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代代传
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