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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时间仅供参考，具体以现场公布为准，主办方保留最终解释权。）

时间

13：15—13：25

13：30—13：45

13：45—14：00

14：00—14：15

14：15—14：30

14：30—15：00

15：00—15：15

15：15—15：30

15：30—15：45

15：45—16：00

16：00—16：15

16：15—17：00

讲座学校

宁波镇海中学剑桥国际部

宁波华茂国际学校

上实剑桥国际中心

蓝带汇点（上海）

宁波外国语学校AP国际部

互动分享

宁波滨海国际合作学校

讯得达国际书院

宁波效实中学IB国际中心

讲座主题

主持人开启讲座

把学生从名校送进另一所名校

提供多元选择的华茂国际学校

上实剑桥办学简介与发展

一个国际教育实践者的梦想与现实

互动抽奖 茶歇

美丽的AP中心欢迎最美的你

海归优秀学霸分享经验

人文气质与公民精神——打造宁波本土美高中的文理学院

听“魔法校长”讲“国际教育”

创国际教育精品，育国际精英人才

互动抽奖、现场咨询

主讲老师

镇海中学剑桥国际部副主任 陈军老师

宁波华茂国际学校课程教学部主任 段运峰

上实剑桥浦东校区校长 钟浈

美国蓝带汇点（上海）校长 徐卡嘉

宁外国际部主任 张波

吴海超

宁波滨海国际合作学校的国际部主任 曹旼炜

讯得达国际书院、纽约军校上海校区校长 张恒

效实中学IB国际中心副主任 王薇

2017宁波秋季国际教育展讲座流程

沪甬国际高中云集、留学机
构一站式服务咨询……经过前期
的精心准备，这个周六，由宁波日
报、中国宁波网、甬派 APP 联合
推出的 2017 秋季国际教育展将
与广大家长见面。讲座请来的老
师和讲座的主题也在本期发布。
因讲座名额有限，想要参加的家
长可要提前报名锁定名额哦。

看点一：
沪甬国际高中老师解读

最新课程体系

想了解上海国际高中的最新
招生动态吗？想与这些学校的招
生官零距离接触吗？那就来展会
现场吧！据了解，上海有不少优
质的国际高中，这些学校不仅吸
引了本地的学子，也吸引着宁波
的学子。有不少宁波的家长还专
程跑到上海咨询招生事宜。因
此，为了让这些家长在家门口就
能了解这些学校的招生动态，本
报邀请了不少优质国际高中，比
如上海市民办文绮中学——美国
蓝带汇点实验班、上实剑桥浦东
校区、上海实验等学校。联合宁
波的国际高中，比如镇海剑桥、

宁波效实中学 IP 部、宁波外国
语学校、宁波华茂国际学校、宁
波滨海国际合作学校，甬沪两地
的国际高中招生官将与家长面对
面交流招生动态。

在展会现场，各大国际高中校
长、升学指导老师将带来专题讲
座，为宁波学子面对面答疑解惑；
宁波知名留学和培训机构资深学习
规划老师剖析国际高中备考法则，
解决出国留学咨询过程中的信息不
对称和不全面的难题。比如来自上
实剑桥浦东校区校长钟浈，他从
2006 年起进入剑桥国际课程教育
体系，先后协助创办和发展了上海
市两所著名的剑桥国际学校，在剑
桥国际学校管理和提升方面有着丰
富的经验。他专注于学生成长培
养，并在学生成长规划方面有着丰
富经验和独到见解。

看点二：
上海国际高中提前预选

优秀学生

为增强宁波家长和学生参与展
会的积极性，展会现场设立上海国
际高中优选面试区，上海知名国际
高中将带领资深外教老师在现场进

行一对一面试，提前预选优秀学
生。作为学校录取参考的一部分，
家长和学生可通过面试获取国际高
中一手招生录取信息，提前找对
门，认对人，赢在起点。

看点三：
甬沪杭国际高中择校指

南免费领

为展会量身定做的《甬沪杭国
际高中择校指南》——家长选校的
一本通，整合了甬沪杭三地几十所
知名国际高中课程简介及最新招生
简章，重点讲解了国际课程的分
类、如何选择国际高中以及如何科
学备战国际高中等经验，是选择国
际学校的一本实用工具书，提前预
约参展的家长和学生可到现场免费
领取。

看点四：
互动抽奖环节福利多

参加本次教育展的家长不仅可

以收获众多招生信息，还可以参加
多重互动抽奖活动。主办方将在现
场特别设置茶歇区和抽奖区，前台
签到就可参加大转盘抽奖活动，讲
座举行期间还有机会赢取宁波书城
购书卡，扫描二维码也可赢取丰富
奖品。

想要参加展会的家长可拨打电
话 87682193、15168582261 咨询或
者发送姓名＋手机号码至“宁波日
报微互动”微信平台报名。

（王颖）

名师与您面对面 解读国际课程新体系

2017宁波秋季国际教育展本周六启程
地点：宁波东港喜来登大酒店三楼国会厅 时间：11月18日13时到17时

11 月 11 日，余姚开通健身旅游
(健游—1)公交专线，该专线只设两站
点，分别为起始站汽车南站和终点站
燕窝古道(梅家埭)，冬令时发车时间
为早上 8 时 10 分，夏令时发车时间早
上 7 时 40 分，市民只需花费 2 元钱就
能一站到底。

眼下，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
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为了拥
有健康的体魄，不少人专程驱车赶往
崇山峻岭，借爬山来锻炼自己。但对于
一些无车或者上了年纪不方便开车的
人来说，这样的健身方式比较麻烦。而
健游—1 的开通迎合了这部分人的需
求，丰富和拓展了市民的旅游渠道和
方式，更好地满足了市民健身旅游的
个性化需求。

鉴于专线特色，健游—1 的路线
设定为：南站—黄山东路—南雷南路
—浒溪线—燕窝古道(梅家埭)，全程
9 公里。虽然只有起点站和终点站两
个站点，但一路上风景如画，特别是
浒溪线美不胜收。要提醒的是，考虑
到市民的出行习惯，只有每逢周末和
法定节假日，健游—1 才会在汽车南
站单向发车运营。

（戚烨）

余姚开通
健身旅游公交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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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浙江省全域旅游示范县
（市、区）”创建名单近日公布，慈溪名
列其中。

据了解，开展全域旅游示范县创
建工作，是推进慈溪旅游从传统门票
经济到“产业一体、城乡一体”转型升
级、促进旅游与城市功能定位适应协
调的有力抓手，是助力宁波建成“重要
的国际性休闲旅游目的地”和“国际港
口旅游名城”的重要举措。今年以来，
慈溪旅游业紧抓全域旅游发展契机，
从推进体制改革、提升产业地位、完善
公共服务、强化政策保障、优化智慧旅
游体系等方面着手，加速全域旅游示
范县创建步伐，前三季度实现旅游总
收入 78.72 亿元，同比增长 14.00%，接
待国内外游客 887.80 万人次，同比增
长 18.99%。下一步，该市将紧扣创建
要求，以创新顶层设计与产业格局为
核心，编制全域旅游总体规划，深化
体制机制改革，确保创建工作有序推
进。 (舒崭)

慈溪入选“省全域旅游示
范县（市、区）”创建名单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古籍库房设施完善工程已

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16]556号文件批准
建设，项目业主为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招标人为宁波教育实业集
团育才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招标代理人为宁波教育实业集团育才
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市财政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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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海曙区天一街10号天一阁博物馆内。
规模：维修改造总建筑面积4583平方米。
项目总投资：526.32万元。
招标控制价：3972287元。
计划工期：180日历天。
招标范围：天一阁博物馆古籍库房设施完善工程的建筑

功能调整，建筑装修改造，给排水、消防、照明、暖通、弱电等
安装工程改造、庭院铺地改造等工程施工承包。

标段划分：1个。
质量要求：按国家和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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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
3.1.2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建筑装饰装修工程专

业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或在有效期内的建筑装饰装修工程
设计与施工二级及以上资质），具有合法有效的安全生产许
可证，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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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如有信用等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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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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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投标人需在系统录入信息的，相关内容应在系统中
审核通过；

3.1.6 投标人如已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
登记信息的，其人工工资担保须在系统中显示：

①已在宁波市行政区域内审核通过（适用于企业注册地
为宁波大市范围内的投标人）；

②已在宁波市海曙、江北、鄞州任一一区审核通过（适用
于企业注册地为宁波大市范围外的投标人）；

3.2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资格要求：
3.2.1拟派项目经理资格须具备注册建造师[含临时建造

师（不超过 60周岁）]贰级及以上，注册专业建筑工程,并具有
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

3.2.2拟派项目经理需在系统录入信息的，相关内容应在
系统中审核通过；

3.2.3拟派项目经理无在建项目。
3.3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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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投标活动期
间内，以相关部门的文件或官方网站查询结果为准）。

3.4投标人、法定代表人及其拟派项目经理经检察院查询
近三年（2014年11月1日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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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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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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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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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人对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的失

信信息进行查询（具体以开标当天“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
itch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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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7其他要求：投标人及拟派项目经理在建筑市场活动中不

得存在“弄虚作假”行为；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7年11月10日至2017年12

月 6日 16时（北京时间，以购买时间为准）登录宁波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bidding.gov.cn）下载招标文件。

4.2招标文件下载费用300元。
4.3如有补充的招标文件请关注本网站，自行下载，不另行

提供纸质版补充文件。
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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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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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人联系。
4.7招标文件异议截止时间：2017年12月1日16时。
5.投标保证金
5.1金额：人民币70000元整，可采用以下任何一种形式缴纳
形式①：银行电汇直接缴入以下账户

温馨提示：此账号仅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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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标文件专用条款提供的格式。
5.2 保证金到账截止日期： 2017 年 12 月 6 日 16 时（北京时

间，以资金到账上述账户时间或保险保单出具时间或银行保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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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17年12

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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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发布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日报、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

站（www.bidding.gov.cn）、中国宁波网（www.cnnb.com.cn）上发
布。

8.联系方式
业主：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
招标人：宁波教育实业集团育才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翁华平 电话：13566303621
传真：0574-88116996

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古籍库房设施完善工程施工招标公告

标段号

001

金额 （元整）

70000

形式

银行缴纳

收款人
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投标保证金专户 （工程建设）

开户银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科技支行

银行账号

385773165533

１.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原地改扩建工

程临时过渡用房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EPC)已由宁波市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17]332号批准建设，招标人
为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建设资金来自市财政安排和
医院自筹，项目出资比例为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
该项目的EPC进行公开招标。

２.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内。
招标控制价：2390.92 万元（其中设计费最高限价 18 万

元，建安工程费最高限价2372.92万元）。
计划工期：165日历天（其中设计周期 15日历天；施工工

期150日历天）。
招标范围：包括项目的工程设计（施工图设计）、设备采

购及安装、所有建安工程施工、验收、移交、备案、质保期的保
修及合同约定的全部内容。

质量要求：设计质量要求:按国家技术规范、标准及规程，
达到施工图设计深度；施工质量要求：按国家及行业验收规
范一次性验收合格。

安全要求：合格。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1投标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
3.1.2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同时具备①建筑行业（建筑

工程）设计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建筑行业设计乙级及以上资质
或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和②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
以上资质；或具备上述①和②资质的联合体。

3.1.3 投标人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
的信用评价等级须在 C级及以上（信用评价等级以开标之日
所在季度“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的提供的勘
察设计企业信用信息和施工企业信用信息为准，联合体投标
的，指承担设计任务的联合体牵头人的勘察设计信用等级和
承担施工任务的单位的施工信用等级均须在C级及以上）；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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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投标人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录
入信息的，其相关内容已经该系统审核通过。

3.1.6 投标人人工工资担保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
息管理系统里显示（联合体投标的，指承担施工任务的单
位）：

①已在宁波市行政区域内审核通过（适用于企业注册地
在宁波大市范围内的投标人）；

②已在宁波市海曙、江北、鄞州任一一区审核通过（适用
于企业注册地在宁波大市范围以外的投标人）；

3.2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资格要求：
3.2.1 拟派项目经理资格要求：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联

合体投标的，由联合体牵头人派出）。
设计负责人的资格要求：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联合体

投标的，由联合体牵头人派出，可由项目经理兼任）。
施工负责人的资格要求：贰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含临

时建造师，临时建造师年龄需在60周岁以下），并具有安全生
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注册专业建筑工程（联合体投标的，
由承担施工任务的单位派出）；

3.2.2 拟派项目经理、设计负责人、施工负责人须在系统
录入信息的，相关内容应在系统中审核通过；

3.3其他要求：
拟派施工负责人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

统”中有未解锁项目的，视同有在建项目，因特殊情况未能解
锁的，须在资格审查申请文件中，提供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或其委托相关机构确认的项目完工证明材料。

3.4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
列要求：联合体牵头人应为承担设计任务的单位。

3.5各投标人均可就上述标段中的1个标段投标。
3.6投标人对招标文件异议截止时间：2017年11月20日16时。
3.7投标人、法定代表人、项目经理、设计负责人、施工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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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投标人应在投标截止时间前，登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
网工程交易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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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设
计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若投标人逾期未添加或未及时更新企业
相关信息的，视为自动放弃投标，其投标将被拒绝；

3.9投标人、法定代表人、项目经理、设计负责人、施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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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经理、设计负责人、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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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招标（资格预审）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7 年 11 月 8 日到 2017 年 11

月24日16时（以下载时间为准），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
下载招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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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如有补充的招标文件请关注本网站，自行下载，不另行

提供纸质版补充文件。
4.5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招标（资格预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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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投标保证金
5.1金额：人民币350000元整，可采用以下任何一种形式缴纳
形式①：银行电汇直接缴入以下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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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保证金到账截止日期：2017年11月24日16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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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9 日 9 时 30

分，地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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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中国

宁波网和宁波日报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招标代理机构：浙江翔实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高新区新晖路155号东城国贸10楼
联系人：刘丹 电话：0574-87354061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原地改扩建工程临时过渡用房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EPC)招标公告
标段号

001

金额(元整)

350000

形式

银行缴纳

收款人
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投标

保证金专户 （工程建设）

开户银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科技支行

银行账号

374070736948

春季国际教育展现场人流如织。 （王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