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凌云产业园绿化景观、标识标牌及监控智能

化改造整治工程已经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宁波高新区新城
建设有限公司，招标人为宁波高新区新城建设有限公司，招
标代理人为宁波天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建设资金由自筹解
决，项目出资比例为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
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宁波市高新区凌云路1177号
规模：绿化总面积约 3550m2，新建标识标牌 84 组，新建

景观铺装约618平方米，新建景墙约48.5米，新建机动车停车
位15个，以及消防与监控整改。

招标控制价：2390944元
计划工期：60日历天
招标范围：施工图范围内的景观绿化、监控设备、消防设

备等工程，具体详见工程量清单
标段划分：1个
质量要求：按国家施工验收规范一次性验收合格
安全要求：合格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资格要求：
3.1.1投标人须同时具有：
�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应包

括相关绿化工程施工，并具有类似项目施工经验：类似项目
施工经验指2014年10月1日至今，投标人完成过单项合同额
在 143 万元及以上的景观绿化施工项目（不含绿化养护项
目），时间以竣工验收记录或竣工验收备案表的时间为准。业
绩证明材料包括中标通知书（仅提供的类似项目为法定招标
项目时需提供）、合同（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
未能查到备案情况的，应提供项目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项目
招投标监督机构出具的证明）、竣工验收资料，以上资料需携
带原件备查；如实际完成项目的造价与合同不一致时，还需
提供审计报告原件，如项目尚未完成审计工作，以合同数据
为准）。②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及以上资质或建筑
智能化工程设计与施工贰级及以上资质（资质证书须在有效
期范围内）。

或由上述�+②资质组成的联合体，并在人员、设备、资
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1.2投标人若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以
下简称“系统”）中有信用等级的，须具有 C 级及以上信用等
级（以开标之日所在季度的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

统提供的信息为准）；
3.1.3企业注册地在浙江省行政区域以外的投标人，须通

过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备案登记；
3.1.4 投标人若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录

入信息的，其相关内容已在投标截止时间前经该系统审核通
过；

3.1.5 投标人及其人工工资支付担保等相关信息若在信
息系统中的，需显示宁波市行政区域或高新区审核通过。

3.2拟派项目经理资格要求：
3.2.1 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园林绿化类专业工程师及以

上职称；职称证书上未明确单位归属的，则需提供由社保机
构出具的2017年7月、8月、9月的社保缴纳证明。

3.2.3拟派项目经理不得有在建项目。（在建项目开始的计
算时间为招标项目的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或者直接发包项目
的合同备案之日，结束时间为该项目通过竣工验收之日）

3.3信誉要求：
3.3.1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经理无不良行为记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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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经检察院查
询近 3年即自 2014年 11月 3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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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中标人候选人后，招标代理人将对中标候选人及其法定代
表人、拟派项目经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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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不得为失信
被执行人。招标代理人对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
经理失信信息进行查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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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牵头人为营业执照
的经营范围应包括相关绿化工程施工，并具有类似项目施工
经验的企业。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7 年 11 月 3 日至 2017 年

11月 23日 16时（以下载成功时间为准）登录宁波国家高新区
（宁波新材料科技城）门户网站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专题（专题
页 面 地 址 ：http://www.nbhtz.gov.cn/col/col84334/index.ht-
ml），也可从高新区门户网站（http://www.nbhtz.gov.cn/）首页

底部“高新区站群导航”下拉列表框选择“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栏目进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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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报名截止时间前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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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新材料科技城）门户网站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专题（专题页面地址：http://www.nbhtz.
gov.cn/col/col84334/index.html）业务资讯的通知公告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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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高新区（宁波新材料科技城）门户网站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专
题 或 高 新 区 门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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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肆万元整（若为联合体投标的，由联合体

牵头人提交）
形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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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保证金管理系统查询保证金是否缴纳成功。

形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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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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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招标（代理）人。
5.2提交截止时间：2017年 11月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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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205224（兴 业 银 行 灵 桥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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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标人退还投标保
证金需提交经备案的合同至宁波国家高新区行政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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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特别提示：
1、投标保证金必须从投标人基本账户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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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账方式交纳投

标保证金（采用网上银行交纳投标保证金的，请选择“异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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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日 9 时 30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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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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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招标公告在宁波国家高新区（宁波新材料科技城）

门户网站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专题（专题页面地址：http://
www.nbhtz.gov.cn/col/col84334/index.html），也可从高新区
门户网站（http://www.nbhtz.gov.cn/ ）首页底部“高新区站
群导航”下拉列表框选择“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栏目进入）、宁
波日报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高新区新城建设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宁波天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高新区光华路315号2楼
联系人：韩清清
电话：0574-87939871 传真：0574-87939869

标段号

1

收款人

宁波国家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投标保证金专户

开户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国家

高新区支行

银行账号

33150198513600000826-

00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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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
时代。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
有新作为，关键是我们党要全面
增强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
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永葆
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

“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
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
大梦想，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
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设
得更加坚强有力。”党的十九大
秉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着眼

“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
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
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
主义执政党”的建设目标，提出
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作出
了推进新的伟大工程的战略部
署，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
水平的顶层设计，是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基本遵循。

96 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

够团结带领人民攻克一个又一个看
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创造一个又一
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特别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解决了许多长期想
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
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关
键就在于我们党始终注重加强自身
建设，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提
供了坚强政治保证。进入新时代，要
更好肩负新使命、踏上新征程，更好
应对“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我们
党就必须做到自身始终过硬，把自
身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
有力，首先就要深刻把握党的建设
各项新要求。深入领会在伟大斗
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
中，为什么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
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进伟大工程
要结合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梦
想的实践来进行；深入领会“十四条
坚持”的基本方略尤其是“坚持党对
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

党”这两条的重大意义，把握“党
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
一切的”这一重大政治原则的时代
内涵和“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
治党”这个党最鲜明的品格；深入领
会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的丰富内
涵，紧紧抓住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
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个
主线，抓住党的政治建设这个统领，
抓住坚定理想信念宗旨这个根基，
抓住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这个着力点。对各项新要求理解
得越透彻、领会得越深入，才能越坚
定自觉地贯彻，使我们党始终成为
时代先锋、民族脊梁。

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
有力，就要认真落实八个方面重要
任务。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具体
部署、提出了明确要求，我们要结
合实际全面贯彻，尤其要注重政治
建设和思想建设这两个方面。突出
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
位，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党的十
九大报告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
位，作为第一项重要任务予以部
署，就是因为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
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
效果。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
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是党的十九大报告的灵
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
果，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
思想。只有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
脑，才能推动全党更加自觉地为实
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

“天下将兴，其积必有源。”伟
大的事业必须有坚强的党来领导。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切
实把自身建设好、建设强，确保党
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我们就一定能够引领承载着中国人
民伟大梦想的航船破浪前进，胜利
驶向光辉的彼岸。

（载 11 月 6 日 《人民日报》
新华社北京11月5日电）

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九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人民日报评论员
新华社北京 11月 5日电 为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
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
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
定》，日前，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全面
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的意见》。

《意见》 指出，中央军委实行
主席负责制，是党和国家军事领导
制度长期发展的重大成果，凝结着
我们党建军治军的宝贵经验和优良
传统。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
制，关系人民军队建设根本方向，
关系新时代强国强军事业发展，关
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
《意见》 强调，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
面贯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
则和制度，从政治上、思想上、组
织上、制度上、作风上为贯彻军委
主席负责制提供坚强保证，确保全
军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
靠，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
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意见》 还对全军各级全面深
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提出了具体
要求。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全面深入
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的意见》

新华社北京 11月 5日电 外
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5日宣布：应东
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于 11
月 12 日至 16 日出席在菲律宾马尼

拉举行的第20次中国－东盟 （10+
1） 领导人会议、第 20次东盟与中
日韩 （10+3） 领导人会议和第 12
届东亚峰会等活动，并对菲律宾进
行正式访问。

李克强将出席
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
并对菲律宾进行正式访问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5 日电
（记者陈聪） 针对两批次 65万余支
百白破疫苗被检出效价指标不符合
标准规定一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有关专家 5日表示，两批次百
白破疫苗效价指标不合格，可能影
响免疫保护效果，但该两批次疫苗
安全性指标符合标准，接种安全性
风险没有增加。

对于民众普遍关心的不合格疫
苗安全性问题，中国疾控中心有关
专家指出，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
院对企业报请批签发的疫苗，逐批
进行安全性指标检验，经查批签发
记录，该两批次疫苗安全性指标符

合标准，其接种安全性风险没有增
加。

据了解，接种百白破疫苗是预
防儿童白喉、破伤风和百日咳的有
效措施。按照国家免疫程序，百白破
疫苗需接种4剂次，分别于3、4、5月
龄和 18 月龄各接种 1 剂次，完成 4
剂次接种的儿童可得到较好的保护
效果。相关研究显示，百白破疫苗预
防典型百日咳的效力约 85％，因
此，即使接种了百白破疫苗的儿童，
少部分人也有可能罹患百日咳。百
白破疫苗预防儿童破伤风的保护效
力为 80%-100%，完成 4 剂次接种
可为青少年期提供有效保护。

中国疾控中心表示

不合格百白破疫苗
或影响免疫效果
但其安全性符合标准

本报讯 （记者南华 通讯员
李凯 黄捷文） 昨、前两天，2017
年第二届中国桂林秀峰龙狮文化节
暨首届全国狮王邀请赛在“广西特
色旅游名村”——桂林市秀峰区

“芦笛三村”举行，来自深圳、南
宁、梧州、番禺等地的国内顶尖龙
狮团和武术高手 200 多人参加比
赛。

本届大赛上，十来支国内顶尖
龙狮团鱼贯入场，登高跳跃，翻滚
腾挪，赢得观众阵阵欢呼。

图为比赛现场。
（南华 摄）

首届全国狮王
邀请赛桂林举行

新华社杭州 11 月 5 日电
（记者岳德亮） 为了进一步加强
和规范政府网站建设和管理工
作，提升政府网上履职能力和服
务水平，浙江省政府近日决定清
理整合存量网站，其中县级政府
部门和乡镇不开设政府网站。

根据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发出

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网站管理
的 通 知》 规 定 ， 各 设 区 市 、 县

（市、区） 政府要开设政府门户网
站；省市政府部门可根据需要开设
部门网站，原则上 1个单位最多开
设 1个网站；县级政府部门和乡镇

（街道） 原则上不开设政府网站，
通过县级政府门户网站开展政务公

开，提供政务服务。一个单位已开
设多个网站、县级政府部门和乡镇

（街道） 已开设网站的，2017 年底
前完成内容整合迁移、关停下线；
确有特殊需求需保留的，参照部门
网站开设流程提出申请，经审批同
意后予以保留。

浙江省政府指出，清理整合存量

网站后，各级政府部门应依托浙江政
务服务网加快推动各类政务服务网
上办理，实现统一导航、统一用户、统
一申请、统一查询，以网上办事推动

“最多跑一次”改革不断深化。各级政
府网站不得单独建设网上办事栏目，
相关页面应统一链接到浙江政务服
务网本地平台或部门窗口。

我省出台新规

县级政府部门和乡镇不开设政府网站

新华社武汉 11月 5日电 （记
者熊金超 李劲峰） 交通运输部与
国家铁路局等相关负责人在武汉举
行的 2017中国桥博会上透露，目前
我国公路桥梁数量已超过 80万座，
高铁桥梁累积长度超过 1 万公里。

仅宜宾以下的长江干流上，包括在
建的长江大桥总量达到135座。

目前在世界上已建成的主跨跨
径 最 大 的 前 10 座 斜 拉 桥 、 悬 索
桥、拱桥和梁式桥中，我国分别占
有7座、6座、6座和5座。

我国长江大桥总量达135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