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甬江大道（中兴北路-世纪大道）综合整治工

程（勘察设计）已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
2016﹞563号批准建设，项目招标人为宁波市鄞州区城市建设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建设资金由市城建资金和区政府承担各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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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起中兴北路，东至世纪大道。
项目规模：道路全长约 1800 米，宽 31米。主要建设内容包

括对现状路面进行整治改造、增加车道；优化公交停靠站、交通
标识系统等公共信息设施；改造雨水出水口和管道、更换侧平
石、绿化景观升级、优化道路绿化品质等。

项目总投资：项目估算投资约7900万元。
设计概算：估算建安造价约 6300万元，具体以初步设计批

复的设计概算为准。
设计周期：总周期 40 日历天，勘察、方案设计（含深化）10

日历天；初步设计（含扩初、概算）10日历天；施工图设计 20日
历天。

标段划分：1个标段。
招标类型及范围：甬江大道（中兴北路-世纪大道）综合整

治工程的实施性方案设计招标，勘察、方案设计（含深化）、初步
设计（含扩初、概算）、施工图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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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投标人须具备①市政行业（道路工程、桥梁工程）专业

设计甲级资质（或市政行业设计甲级或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
质）和②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勘察甲级资质（或工程勘
察综合资质）；或具备上述①②资质的联合体。

3.3 主设计师资格要求：道桥类专业高级工程师及以上或
市政类专业高级工程师及以上。

3.4勘察负责人资格要求：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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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牵头人应是具备市

政行业（道路工程、桥梁工程）专业设计甲级资质（或市政行业

设计甲级或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且承担设计任务的单位。
其它要求：

（1）投标人及其拟派主设计师、勘察负责人须在宁波市建
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系统”）登记信息的，其相
关内容已经该系统审核通过。

（2）投标人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具有
C级及以上勘察设计信用评价等级（以开标之日所在季度的企
业勘察设计信用评价等级为准）。

（3）企业注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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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具备“外省工程勘察设计
企业进浙承接业务备案证书”且截至开标当日仍在有效期内。

（4）投标人及其拟派主设计师、勘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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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主设计师、勘察负责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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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设计师和勘察负责人，若
投标人逾期未添加的或未及时更新企业组织结构代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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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主设计师、勘察负责人不
得为失信被执行人。

招标代理人对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主设计师、勘
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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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各投标人均可就上述标段中的1个标段投标。
3.8 投标人对招标文件异议截止时间：2017 年 11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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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日到2017年11

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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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上述规
定期限的，招标人将不予受理。

4.2如为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所有成员均需办理《宁波市
公共资源交易证》，并由联合体牵头单位购买招标文件，同时在
系统内登记联合体所有成员完整的单位名称。

4.3招标文件下载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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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如有补充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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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需自行下载相关文件，
如有遗漏，责任自负。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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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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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机构联系。
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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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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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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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本招标文件专用条款提供的格式，且应在投标有效期后 30
天内保持有效，招标人如按规定延长了投标有效期的，则投标
保证金的有效期也相应延长。

5.2保证金到账截止日期：2017年 11月 28日 16:00（北京时
间，以资金到账时间或保险保单或银行保函出具时间为准）。退
还时间详见本章“投标人须知”第 3.6.3 条款（保险保单形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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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017 年 12 月 01 日 9 时 30

分，地点为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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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本项目投标文件包括书面投标文件和电子档投标文
件，各投标人在投标截止时间前需同时提交书面投标文件、电
子档投标文件（介质为 U盘或光盘）并携带单位“CA锁”，开标
时，投标人不能提供单位“CA锁”的，其投标将被拒绝。若投标
人开标现场提交的电子档投标文件无法读取，则按否决其投标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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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鄞州区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宁波德威工程造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高新区星海南路100号华商大厦5楼
联系人：金鑫
电话：15825559120
传真：0574-87686776

甬江大道（中兴北路-世纪大道）综合整治工程（勘察设计）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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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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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账号

364971213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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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石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
指出：“从二○三五年到本世纪中
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
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与以往的表述比较，增加了“美
丽”两字。这样，“美丽”就成了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五个关键词，
使得这一概念与物质文明、政治文
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

“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对应起来
了，与建设“美丽中国”衔接起来了。

新增加的“美丽”两字，将激励
我们把绿色梦融入中国梦，去谱写
新的美丽篇章。基于此，十九大报告
专门辟出一章阐述生态文明建设，
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应还
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推进绿色
发展，为保护生态环境做出我们这
代人的努力。

从绿色发展理念和生态学角度

看，生态平衡是最根本的、无可替代
的、无与伦比的价值所在，是人和一
切生物生存的基础。被誉为自然保护
之父的美国学者利奥波德提出了“大
地伦理学”概念，该学说扩大了社会
的边界，把土地、水域、植物和动物包
括其中，将之看作一个完整的集合：
大地。人，只是大地共同体中的一员。
这正契合十九大报告指出的“人与自
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开始富裕
了，但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
过度开发，绿色消退；河流污染，鱼
不聊生；沙尘弥漫，鸟不开心……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这就好
比借钱来做生意，钱是赚来了，但也
欠了环境很多的债，同时还要赔上
高额的利息。”千辛万苦得到的，并
不是真正追求的。我们终于知道：
人，无权以主宰的身份，任意挥霍生
态资源，因为大地厚爱我们、宽容我
们的过失是有限度的。

习近平总书记此前主政浙江时，

提出打造“绿色浙江”，弘扬“生态文
化”，并亲任浙江生态省建设工作领
导小组组长。他曾在《之江新语》多篇
文章中阐述“两山理论”：“我们追求
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
谐，通俗地讲，就是要‘两座山’：既要
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既要
GDP，又要绿色 GDP。”到中央工作
后，他延续了在浙江的思路，提出“建
设美丽中国”和“绿色发展”理念，并
将“美丽”纳入强国目标。这些理念使
我们对生态环境保护，从认识到实践
发生历史性、全局性的深刻变化。

我们相信，富裕和绿色是可以
并存的。山要绿起来，水要清起来，
人要富起来。环境、经济和人构成一
种互动关系，人创造优美环境，而优
美环境也是一种力量，我们可以把
它当作“资本”来经营，为发展包括
旅游业在内的现代产业创造条件。

“美丽资源”同样能创造“美丽经
济”，从长远看、从宏观看、从大局
看，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
一定是正相关的。

地球是一个巨大的青苹果，大
地是一首生机盎然的诗。在“美丽中
国”理念的指导下，宁波也正在美丽
起来。如今，宁波的母亲河——姚江

和奉化江的水变清了，就归功于发
展方式的转变。打造美丽乡村升级
版后，宁波处处可见流淌乡愁的村
河、鲜花盛开的村庄；从农家乐到民
宿经济，农民为自己跷起大拇指；原
来宁海凫溪盛产的香鱼，曾为朝廷
贡品，绝迹 20年后，如今重现凫溪。
在那里，不难看到：新雨过后，溪流
潋滟，溪中鱼儿，群戏抢水。

前不久，一条新闻振奋人心
——袁隆平团队选育出超级水稻，
其平均亩产1149.02公斤，创世界水
稻单产最新纪录。这意味着，我们可
以节省更多土地用于环境建设。笔
者 有 位 刚 从 美 国 访 学 回 来 的 朋
友，他在朋友圈里抱怨“江南的
雾霾有点缠绵”“空气有时像泥浆
一样”。是的，这里的环境还赶不
上发达国家，不尽如人意，但我
们不能一味抱怨，而是要行动起
来——每个人都应该为“美丽”的
目标去努力做些什么，也一定能够
做些什么。

美丽：“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应有之义

马涤明

这两天，苏州高新区朗香小区
业主乐开了花，小区业委会发大红
包啦！606 户人家总共领到了 24 万
元。原来，小区业委会和物业签订了
协议，从他们那里争取到了小区的
公共收益。事实上，发这“公共收益”
红包的并不止这一家，早在 2015年
7月，园区都市花园就将126万元公
共收益以物业补贴名义发给了业主

（11月9日澎湃新闻）。
所谓小区公共收益，主要指小

区广告收入。小区业主享受广告收
入分红，这确是一条新闻，但这种事
本来不该成为新闻。业主、业主，本
来就是物业之主人，小区公共资源
所带来的收益，理当归全体业主，至
少业主不能被排除在收益分配之
外。也就是说，业主享受广告收入分
红乃天经地义，实在没必要“激动”。

然而，这种“天经地义”一直被
某些现实逻辑所遮盖，不但绝大多数
的物业公司在小区中反客为主，很多
业主也是或不清楚小区公共收益应
该的归向，或是认为无力与物业博
弈，或是在博弈中败下阵来。最后，小
区公共收益大多进了物业公司的口
袋，也被认为是“天经地义”。

住宅小区的广告，不管是起道
闸广告、电梯间广告，还是路边广
告，都是在利用小区公共设施经营。
而小区公共设施所有权归全体业主
所有，不属于开发商，更不属于物业
公司，因为业主买房时已经支付公
摊费用。这个问题目前不存在争议。
物业公司反客为主成为常态，很多
事情既不征求业主意见，更没有“授

权”意识，原因在于，权利博弈过程
中，物业公司往往居于强势地位，而
业主由于凝聚力不足等原因，没能
做好“主人”这篇文章。

利用小区公共设施、公共部位
经营广告，按理说应申请业主“审
批”，经过业主委员会的同意。而业
主或业委会在审批广告经营问题
时，自然会先把收入分配问题谈清
楚。如果按照这种逻辑行事，“业主
收到公共收益红包”应该不会成为
新闻，业主拿了红包也不会因为意
外而“乐开花”。但事实上，像苏州高
新区一些小区由“业委会做主”的情
况并不多见，多见的是，物业公司不
睬业委会。还有不少的小区，根本就
没有业委会。松散的业主要与物业
公司对簿公堂，往往被“法人资格”
的门槛挡在外边。

《物权法》第七十五条规定：地
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对设立业
主大会和选举业主委员会给予指导
和协助。这里的“有关部门”指的应
该是房地产行政部门、街道办等。

《物业管理条例》第五十四条规定：
利用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
进行经营的，应当在征得相关业主、
业主大会、物业服务企业的同意后，
按照规定办理有关手续。业主所得
收益应当主要用于补充专项维修资
金，也可以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使
用。可见，广告收益分配的问题上，
业主、业委会若较起真来，问题不难
解决。当然，物业公司在广告经营上
也是出了力的，获取收益也是合理
的，但独吞是不对的。

业主分享公共收益红包，应该
适用于所有的住宅小区。

业主享受小区公共收益天经地义

据11月9日新华社报道：黑龙江省北安市城郊乡建民村种粮大
户王强，看着上千亩地里满目的秸秆犯愁：烧吧，政府不允许；不
烧，地没法儿种。十几年前，秸秆还是农民的宝贝，是一捆能卖好几
毛钱的“抢手货”，如今却成了难以处理的老大难。

近日，北京、天津、哈尔滨等城市均发布空气污染预警，被指空
气污染因子之一的农作物秸秆焚烧问题，再次引发关注。

焚烧秸秆浓烟扬，

空气质量雪上霜。

解决问题寻根源，

禁令难管地域广。

经济利益来驱动，

处置问题换立场。

公私兼顾两不误，

变废为宝重吃香。 郑晓华/文 朱慧卿/作

据 11 月 9 日 《钱江晚报》
报道：三名来自浙江台州的攀岩
爱好者，在爬江西上饶三清山风
景区巨蟒峰时，私自用电钻打孔
后用铁锤将 26 枚长岩钉打入孔
内。专家评定，这种行为会加快岩
体风化，甚至造成崩解。近日，
当地检察机关将以涉嫌故意损毁
文物罪对这三名游客提起公诉。

本期主持 朱晨凯

据 11月 9日《新华每日电
讯》报道：看病不排队，免诊间
支付，还能在急需时刻通过自己
的信用得到临时“医药费”。11
月 7日，在蚂蚁金服未来医院峰
会上，创新医疗产品“信用就
医”正式推出，上海复旦大学附
属华山医院成为全国首家应用信
用就医服务的医院。

点评：让守信之人能够享受便利，是对社会诚信的正向激励，
能鼓励更多人讲诚信、守信用，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不管
是医院还是其他的服务机构，都需要多一些这样的技术创新和服务
创新，既为民众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也能吸引更多用户，提高自己
的经济效益，创造更大的社会效益。

@Aanan：失信寸步难行。
@我有98K：也要尊重患者的选择权。

据 11月 9日《北京青年报》
报道：云南昆明第十中学被曝有
老师对做错题的学生罚款，错一
道填空题罚 50 元，有些成绩不
好的学生被罚了几百元。校方表
示罚款属于教师个人行为，目前
学校已向家长退款并道歉。

点评：罚款是《行政处罚法》规定的一种行政处罚方式，无论
是作为个体的教师还是学校，都没有这个权力。教师自己法律意识
淡薄，又如何培养懂法守法的学生？随意罚款还容易使学生心理产
生阴影，对学生是一种极坏的教育。

@可爱多的甜：学生每天还得带不少钱去上课。
@一嘴狗粮：家长就算知道，也敢怒不敢言吧。

据 11 月 9 日 《法制日报》
报道：“你们的结婚纪念日、你
的配偶的生日、家务事怎么分
工”……四川宜宾县人民法院观
音法庭在审理一起离婚案件时，
发出了该院首张婚姻家庭试卷。
出题人是法官，答题人是申请离
婚的当事人，分数由夫妻双方自
主相互打分。

点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离婚原因千千万，就算题目都答
对，也难证明感情没破裂。婚姻家庭审判试卷制度的设立，只是手
段而不是目的，统一题型很难了解真实情况，按人定题又容易增加
法官工作量，只有综合其他证据通盘考量，才能不偏不倚地对离婚
案件作出符合实际的判决。

@顶瓜瓜瓜：法院的人性化意识值得肯定。
@舒克：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

点评：攀岩是人类征服自然、自我砥砺的方式，但攀岩有攀岩
的规矩，对当地环境的影响要降到最低，遵守禁用永久性保护装置

（如岩钉） 的规定。征服自然，先要学会征服自我，遵守相关法律
法规，尊重自然伦理，不能满足了自己，留下满目疮痍。

@亮亮：这个要科普一下，不然很多人不知道。
@托马斯哥哥：对这种攀岩热门地点，不如提前设置些固定

的辅助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