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宁波分行营运用房装

修改造工程已由宁波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发展
局以甬高新备[2017]40号文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招标人为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招标代理人为宁波中
建投资服务公司，建设资金来自企事业自有资金，项目出
资比例为 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设
计进行公开招标。项目已具备下列条件：

□经审批部门同意的项目建议书或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批复。

■经审批部门核准或备案的项目确认书。
□具有土地管理部门颁发的土地使用证。
□具有规划管理部门确定的项目建设地点、规划控

制条件和用地红线图。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建设地点：位于宁波国家高新区扬帆路与院士路

口民和扬帆广场主楼；
2.2建设规模：装修总建筑面积31857平方米。
2.3项目总投资：约8900万元；
2.4 设计概算：限额设计，要求工程费用控制在 7500

万元以内。
2.5设计周期：总周期 60日历天，其中：方案设计（含

深化及设计概算）20日历天，施工图设计40日历天。
2.6招标范围：实施性方案设计招标，包括：方案设计

（含深化及设计概算）、施工图设计【包括室内外装饰设
计、室内外景观绿化设计（如露台的景观绿化、当室内布
设景观绿化时，则包含室内该项设计）、电气及照明工程
设计、给排水工程设计、消防工程设计、通风空调工程设
计、智能化工程（含监控系统）、机房工程设计（含银行数
据中心机房及楼层弱电间）、加固设计、厨具平面布置、银
行LOGO标识标牌及灯光亮化工程设计、舞台系统（含灯
光、机械、音响系统）工程设计、柴油发电机系统设计等13
大部分】及施工期现场指导等后续服务。

2.7设计质量要求：按国家技术规范、标准及规程，达
到设计任务书和规范要求的设计深度。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
3.2投标人资质等级：具备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与

施工壹级资质或建筑行业建筑工程设计甲级资质或工程

设计综合甲级资质；
3.3拟派主设计师执业资格要求：国家壹级注册建筑

师或高级室内建筑师；
3.4潜在投标人数量要求：资格后审合格的投标人均

入围参加本项目的投标；
3.5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6投标人及拟派的项目主设计师均须在“宁波市建

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录入信息，其相关内容在投标
截止时间前已经该系统审核通过；

3.7 投标人及拟派的项目主设计师无不良行为记录
（不良行为记录界定的范围为：被国家、浙江省、宁波市相
关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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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的项目主设计师经
宁波大市范围内检察院查询近三年（2014年10月30日至
今）无行贿犯罪记录。投标人应按招标文件规定的格式提
供无行贿犯罪记录承诺书。产生中标候选人后，招标代理
人将对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的项目主设计师相
关信息提交检察院查询，若存在行贿犯罪记录的，将取消
中标候选人资格并重新组织招标；

3.9投标人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以
下简称“系统”）中信用等级具有C级及以上（以开标之日
所在季度系统提供的信息为准）；

3.10企业注册地在浙江省行政区域以外的投标人已
通过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备案登记。

3.11 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的项目主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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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派的项目主设计师失信信息进行查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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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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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取消中标候选人资格，本项目重新招
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7 年 10 月 30 日至

2017年 11月 14日 16时（以付款成功时间为准）登陆宁波
国家高新区（新材料科技城）门户网站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专题建设局网站（http://www.nbhtz.gov.cn/）自行下载招
标文件。超出上述规定期限的，招标人将不予受理。

4.2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300 元（其中电子交易平台使
用费 100元），售后不退。注：如招标文件资料费需开具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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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检察院《查询申请函》一起于投标报名截止时
间前递交招标代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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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本网站发布，不
另行提供纸质版补充文件。投标人需自行下载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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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请登录宁波国家高新区（新材料科技城）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网站（zyjy.nbhtz.gov.cn）通知公告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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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74-87187975，0574-87187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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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未在网上下载招标文件的单位，其投标文件不予
受理。

5．投标保证金
5.1金额：人民币贰万元整；
形式（1）：银行电汇或银行汇票直接缴入以下账户：

温馨提示：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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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码登陆保证金管理系统查询保证金是否缴纳成功。

特别提示：
1、投标保证金必须从投标人基本账户汇出；
2、投标保证金银行转账回单复印件和投标人基本账

户开户许可证复印件必须编入资格审查申请文件中；
3、请勿使用“宁波同城实时清算系统”转账方式缴纳

投标保证金，采用网上银行缴纳投标保证金的，请选择
“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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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需采用招标文件专用条款提供的格式。
保险保单或银行保函原件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提交

招标（代理）人
5.2 提交截止时间：2017 年 11 月 14 日 16 时 00 分（北

京时间，以资金到账时间或保险保单、银行保函出具时间
为准）。咨询电话：0574-87208290（建设银行）；0574-
87011318、0574-87011280（宁波市建设工程综合保险服
务中心）；0574-87861127（中国银行）。

5.3 退还：未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在中标公示期间
无异议的，在招标代理申请退还后 3日内办理；中标人的
投标保证金需提交经备案的合同至宁波国家高新区行政
服务大厅北楼7楼722办公室（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并在
招标代理申请退还后 3 日内办理，保险保单或银行保函
形式的不予退还，具体事宜请与招标代理机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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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14时00分。
6.2 地点为：宁波市行政服务中心四楼（宁穿路 1901

号，具体受理场所详见当日公告栏）。
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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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本次招标公告在宁波日报、宁波国家高新区（新

材料科技城）门户网站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专题建设局网
站（http://www.nbhtz.gov.cn/）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地址：宁波市江北区人民路132号银亿大厦1918室
联系人：陈天慧
电话：0574-87950853
招标代理人：宁波中建投资服务公司
地址：宁波市广济街31号2213室
联系人：黎晖
电话：0574-87306147
传真：0574-87314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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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对
拥有的宁波欧德电器有限公司的债权资产拟进行处置，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债权资产基本情况
我分公司对拥有的宁波欧德电器有限公司债权资

产拟进行处置。截止 2014 年 7 月 21 日，债权总额为
41,731,448.29 元 ， 其 中 本 金 39,999,999.93 元 ， 利 息
1,731,448.36 元。担保方式为抵押担保和保证担保。宁波
欧德电器有限公司以工业房地产及国有土地使用权为其
在2011年12月7日至2014年12月7日之间发生的最高额
为4000万元的债务承担抵押担保责任。沈才标、蔡红对债
务人在2011年7月5日至2014年7月5日之间发生的最高
额为 3850 万元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对债务人在
2011年12月7日至2014年12月7日之间发生的最高额为
4400万元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宁波云环电子集团
有限公司对债务人在2011年7月5日至2014年7月5日之
间发生的最高额为1100万元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注：1、本公告仅列示截至 2014年 7月 21日的债权利息，借款
人和担保人应予偿还的利息余额按相关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
关规定以及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方式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
并已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费用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
的金额为准。2、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债务人、担保人等原已
签署的交易合同为准。)

抵押物为位于宁波余姚市泗门镇小路下村（共济路
62 号）的全部工业房地产及局部国有土地使用权。该厂
房共有四幢有权证建筑物和一批无权证附属物。有权证
建筑物总建筑面积 21254.66 平方米。无证建筑物 2575.8
平方米；钢棚 821.6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 19522.32 平

方米。
二、交易条件
投资者信誉好，有付款能力，能承担购买债权所带

来的风险，交易资金来源合法。
三、投资人要求
国内依法注册的企业法人或符合国家规定的自然

人及其他主体，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
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
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
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
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四、其他
本公告有效期自 2017 年 10 月 31 日至 2017 年 11 月

13 日，公告期内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公告
期内同时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五、联系方式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地址：大连市西岗区更新街51号
邮编：116011
联系人：李女士
联系电话：0411-83703875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411-

83682878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2017年10月31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市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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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女神和行者的家园

微信公众号：定宁街A座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陈
也喆 郭沫凯）“福明杯”滩簧剧
种群星会昨晚在文化广场万人广场
上演，全市的戏迷迎来了一场为期
5天的狂欢活动。

甬剧是宁波的靓丽名片，是海
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福明街道
多年来致力于甬剧文化的传承保护
工作，去年被授予“浙江省传统戏
剧特色镇”称号，甬剧成为街道全
面建设“宁波现代化核心街道”的
一张文化名片。近年来，街道紧紧
抓住“甬剧传承保护”这一主线，
大力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取得了丰
硕的成果。一年一度的“福明杯”
最美乡音乡情活动成了全市戏迷的
盛大节日。

昨晚的“福明杯”滩簧剧种群
星会开幕式，名家荟萃，“梅花
奖”“白玉兰奖”得主扎堆。甬剧
名家王锦文和原上海堇风甬剧团著
名演员徐敏献上了甬剧 《典妻》、
甬剧《花烛子》选段，姚剧名家寿
建立、沪剧名家朱俭、锡剧名家沈
惠兰献演了姚剧 《王阳明》、沪剧

《庵堂相会》、锡剧 《双珠凤》 等，
浙江绍剧团优秀青年演员王浩爽表

演了绍剧 《金猴闹鄞州》，还有马
头琴和二胡二重奏等，把整场晚会
的气氛一次次推向高潮。一段起源
于原创音乐视频的《新拔兰花》以
电音说唱版在晚会上演绎，给观众
带来了不一样的“甬剧”，不少年
轻观众拍手叫好。

晚会上，还举行了宁波广播频
率群 （FM92.0、FM90.4）“甬潮剧
社”的开播仪式，这是宁波广电集

团广播频率群与宁波市甬剧研究传
习中心联合打造的广播戏曲特别专
栏，老中少三代戏迷展现了通过广
播结缘甬剧、痴爱甬剧的故事。

为期5天的活动还包括甬剧剧
目展演。5 天内，每天 19 时 15 分
在文化广场万人广场，戏迷可以
免费观看。此次甬剧剧目的参演
对象除了甬剧研究传习中心，还
有甬剧研究传习中心下属的甬剧

联盟团——全大市优秀业余表演
团体及甬剧爱好者，他们是甬剧
传承的民间土壤。目前，宁波有
20 多个业余甬剧团队和社团，他
们常年在乡下演出，是甬剧最草根
也是最广泛的传播者。10月31日晚
上，舒一平、殷洪颜等下应众兴甬剧
团的演员将带来《借女冲喜》。11月
1日晚上，姜山甬剧团演出《半夜夫
妻》，由史艳、李锡年等主演。11月
2日晚上，小堇风甬剧团演出 《借
妻》，由钱后吟、张海波主演。11月
3日晚上，甬剧研究传习中心演出

《呆大烧香》，王锦文领衔主演，甬
剧迷们可以大饱眼福了。

滩簧剧种群星会昨晚拉开帷幕
文化广场免费看甬剧好戏

本报讯 （记者陈青 通讯员
邬素芸 赵立年） 由宁波市曲艺
家协会主办的宁波市中青年曲艺
创作培训班日前在镇海区委党校
举行，这是市文联 2017年“文艺
与时代同行”系列活动之一，来
自10个区县 （市） 的50多名中青
年曲艺爱好者参加了培训学习。

中国曲协理事、著名曲艺作
家施莉萌，浙江省曲协副主席蒋
巍，中国曲艺“牡丹奖”获得者
袁伟文，宁波市曲协副主席、“牡
丹奖”获得者王建刚等，分别作
了《曲艺创作的选材》《曲艺创作
的精品意识》《浅谈现代宁波走书
作品的创作》 等专题辅导讲座，
从曲艺的概念演变、曲艺与其他

相关艺术形式的区别、曲艺创演
中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等方面与
学员进行交流。

近年来，宁波市曲协着力加
强曲艺创作，每年不定期开展讲
座、培训十余场，特别是针对中
青年曲艺工作者，“私人订制”一
系列培育扶持项目，极大推动了
曲艺创作。本次培训班旨在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积极
引导宁波曲艺创作坚持文化自
信，强化责任担当，出精品，出
佳作，提高社会影响力。各专家
还对学员创作的曲艺作品进行了
一一点评指导，指导他们对作品
进一步打磨加工，进一步提升创
作水平，写出精品力作。

市中青年曲艺创作培训班举行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李燕妮）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
峰翠色来。昨天，日本陶艺界泰
斗、陶艺学院派领军人物岛田文雄
陶艺研究工作室，在越窑青瓷发祥
地慈溪市正式落户，工作室位于宁
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文化创意学院
内。

岛田文雄教授 1948 年出生于
枥木县，1975 年从东京艺术大学
硕士毕业，四十多年来，他一直从
事釉下五彩瓷的研究与创作，技艺
基础扎实，拉坯、配釉、烧成样样

精通，创作出的彩绘瓷质朴脱俗，
格调雅趣，被日本、爱尔兰、墨西
哥、中国多家美术馆收藏。

此次岛田文雄陶艺研究室建在
慈溪，拥有深厚文化底蕴和鲜明地
域优势的支撑。悠悠七千年沧桑巨
变，慈溪从唐涂宋地走来，有着悠
久的陶艺历史，是中国青瓷文化发
祥地。位于慈溪市鸣鹤古镇的上林
湖越窑遗址素有“露天青瓷博物馆”
美誉，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上
林湖后司岙唐五代秘色瓷窑址更是
成功入选“2016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

新发现”，越窑青瓷烧制技艺也被列
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是我在中国的首个工作
室，每年三个月，不仅上课教学，
还针对青瓷开展研究。”岛田教授
说。早在 14 年前，岛田教授做日
本文化部项目——13 至 14 世纪龙
泉窑陶瓷技法青瓷大盘的复原烧成
研究时，曾来到慈溪上林湖越窑遗
址调研考察，如今在慈溪拥有设施
完备的工作室，他很希望能深入研
究慈溪青瓷，带领师生用慈溪当地
原料开展烧制试验。

岛田文雄陶艺研究工作室落户慈溪

本报讯 （记者南华 通讯员
熊贵奇） 昨日，唐翰朱氏族人捐赠

《丹山唐翰朱氏宗谱》 仪式在象山
举行，象山县博物馆向朱氏族人颁
发了 《收藏证书》，表彰他们对象

山文博事业的支持和贡献。
俗语说“泗洲头十里皆朱姓”，

唐翰朱氏是象山的大家族之一，朱
氏列象山万人大姓第九。2010 年，
唐翰朱氏族人集会，成立唐翰朱氏

宗谱续修委员会，第九次续修宗谱。
修谱以荷欣村朱氏族人保留下来的
修于清乾隆癸未、嘉庆乙丑、道光乙
未、同治丁卯、民国甲寅等 48 本宗
谱为依据，同时参考《官山朱氏》《宁

海田峧朱氏宗谱》和《永嘉珍川朱氏
宗谱》，历经数载寒暑，新家谱终于
在 2017 年谱成，卷首为《永嘉珍川
朱氏宗谱部分资料》，单独成册，全
书26册，约120万字。该新家谱世系
清楚，史实充实，较完整地反映了家
族的成长发展史，同时增加了人物
和村落胜迹，以便读者了解丹山唐
翰朱氏耕读传承家业的家族文化和
创业史实。

唐翰朱氏向象山县博物馆捐赠新修宗谱

本报讯 （记 者徐展新） 昨
日 ， 宁 波 书 城 8 号 门 外 的 广 场
上，一场别出心裁的素食文化节
在此举办。作为第十届宁波美食
节的重点活动，主办方在素食文
化节期间同步推出了素食文化论
坛、素食菜品展示及素食现做现
卖等活动。

烤菜毛芋年糕、土豆条、卤
豆干、素烧鹅……宁波素食文化

协会旗下的四家会员单位在现场
展示了十余种特色素食，以偏清
淡的口味和相对低廉的价格吸引
着中老年消费者。此外，“中创素
道”带来了融合数十种配料、拥
有三项国家专利的素食全餐固体
饮料，“时常素食”则现场制作了
由多种草本植物冲泡而成的手工
拉茶，实现了新科技、新理念与
素食原材料的融合。

素食文化节走进宁波

本报讯 （记 者朱军备） 近
日，近 100 幅著名画家高歌的精
品力作亮相宁波古玩城。被誉为

“盛世画虎第一人”的高歌是已故
画虎大师胡爽庵的入室弟子，张
大千的再传人。他几十年来专心
画虎 2000余幅，三次登上央视春

晚现场画虎，作品曾获国际金奖。
画展开幕式上，高歌向鄞江

镇中心小学赠送了作品，希望孩
子们不仅喜欢书画艺术，更能从
小拥有保护环境、关爱动物的爱
心。此外，高歌还将在桃源书院
设立“高歌画虎工作室”。

高歌虎画作亮相宁波古玩城

●近日，2017 肯德基三人篮
球赛 （宁波赛区） 在奉化体育馆灯
光球场落幕。32 支队伍分别参加
了高中组和初中组的角逐。

经过 38 场比赛后，初中组冠
军被宁波体校的宁波体校一队获
得，江北中学的江北中学一队、孔
浦中学的一队分获亚军和季军，宁

波第四中学的宁波四中队、宁波职
教中心的滴滴队、奉化高级中学的
菜鸟队分获高中组的前三名。获得
冠军和亚军的队伍将代表宁波市参
加 11 月 26 日在杭州举行的 2017 肯
德基三人篮球赛 （浙江省大区赛）
的角逐。

（林海 周力）

●前日，鄞州区明楼街道惊
驾社区举行为期一个月的“带你
看看宁波变化”老党员摄影展，
展出老党员万佰春、吕海波等拍
摄 的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宁 波 新 面
貌、新变化图片 100 多张，讴歌
党的丰功伟绩。

（南华 王春燕）

图为宁波市甬剧研究传习中心演员演唱《江南滩簧》。（周建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