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陈渡界北四河（陈郎桥江—渡架桥江）

及支流（通途路—陈渡界北四河）河道和绿带整治项目
已由宁波国家高新区经济发展局以甬高新经[2017]110
号文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宁波国家高新区建设工程前
期办公室，招标人为宁波高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招
标代理人为中冠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建设资金由区
财政安排。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
行资格预审。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陈渡界北四河（陈郎桥江—渡架桥江）

段，西始陈朗桥江，东至渡架桥江；支流（通途路—陈渡
界北四河）段，北始陈渡界北四河，南至通途路。

项目规模：河道全长约1470米，河坎全长约2624米
（两岸相加），绿地面积 31244 平米，其中铺装面积 5722
平米、绿化面积 21145 平米及湿地花园 4085 平米。绿带
宽度18-55米不等，多为20-25米。

项目总投资：约10209万元
招标控制价：38319460元
计划工期：240日历天
招标范围：陈渡界北四河（陈郎桥江—渡架桥江）及

支流（通途路—陈渡界北四河）河道和绿带整治项目施
工总承包。

标段划分：1个标段
质量要求：按国家及行业施工验收规范一次性验收

合格标准
安全要求：合格
3.申请人资格要求
3.1申请人资格要求
3.1.1申请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
3.1.2本次招标要求申请人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

工总承包贰级及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
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1.3申请人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
（以下简称“系统”）中（施工）信用等级须具有 C级及以
上（以资格预审当天所在季度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

管理系统的信息为准）
3.1.4企业注册地在浙江省行政区域以外的申请人

已通过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备案登记
3.1.5申请人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

统录入信息的，其相关内容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已经该系
统审核通过，且在有效期内

3.1.6 其它要求：申请人及其人工工资担保等相关
信息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显示宁
波市行政区域或高新区审核通过

3.2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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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年

龄在60周岁以下的临时建造师）一级，并具有安全生产
考核合格证书（B证），注册专业市政公用工程

3.2.2拟派项目经理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
管理系统录入信息的，其相关内容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已
经该系统审核通过，且在有效期内

3.2.3拟派项目经理无在建项目
3.2.4其他要求：
拟派项目经理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

统”中有项目人员未解锁的视同有在建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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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其他必要合格条件：（详见第三章“资格审查办
法”前附表第2.2条款规定）

3.4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5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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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申请人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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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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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经检察
院查询近 3年即自 2014年 11月 8日起至今无行贿犯罪
记录。投标人应按资格预审文件规定的格式提供无行贿
犯罪记录承诺书。产生入围单位后，招标代理人将对入
围单位及其法定代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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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取消入围资格并
不再递补

3.8 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不得为
失信被执行人。招标代理人对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
拟派项目经理失信信息进行查询（具体以资格审查当天

“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 查询为准），若
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则否决其投标申请。若资格审查当
天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无法查询且一时无法恢复的，可
在入围通知书发出前对入围单位进行查询，如入围单位
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则取消入围资格，后续投标人不再
递补。

4、资格预审方法
4.1本项目采用的资格预审方法为有限数量制
4.2潜在投标人数量要求11家
5.资格预审文件的获取
5.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7 年 11 月 8 日至

2017年11月23日16:00（北京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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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也可以从高新
区门户网站（http://www.nbhtz.gov.cn/）首页底部“高新
区部门网站”下拉列表框选择“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栏目
进入）自行下载资格预审文件和招标文件。超出上述规
定期限的，招标人将不予受理。

5.2 资格预审文件和招标文件下载费用 300 元（其
中电子交易平台使用费100元），售后不退。

5.3 资格预审文件招标文件如有澄清和修改，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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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高新区门户网站（http://
www.nbhtz.gov.cn/）首页底部“高新区部门网站”下拉
列表框选择“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栏目进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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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资格预审文件和招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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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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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页 面 地 址 ：http://www.nbhtz.gov.cn/col/
col84334/index.html）业务资讯的“资料下载”栏（咨询电
话：0574-87187966、0574-87187975陈工）

5.6 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机
构联系

5.7 未在网上下载资格预审文件和招标文件的单
位，其资格预审申请文件不予受理

6、资格预审文件的递交
6.1资格预审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申请截止时间，

下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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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宁穿路 1901 号市行政服务中心
四楼，具体受理场所安排详见电子指示屏幕）

6.2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资格预审申
请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7.招标公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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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
ml），也可以高新区门户网站（http://www.nbhtz.gov.
cn/）首页底部“高新区部门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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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高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人：苏工 联系电话：0574-87909190
招标代理机构：中冠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宁波市世纪大道北段 555 号名汇东方

12B楼1401室
联系人：王佳、唐虹波
联系电话：0574-87298569

陈渡界北四河（陈郎桥江—渡架桥江）及支流（通途路—陈渡界北四河）河道和绿带整治项目施工资格预审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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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特稿（张旌） 美国政府
打响对俄罗斯的“媒体战”后，俄
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25 日
签署“外国代理人”法案，对美国
发起反制措施。根据这项新法律，
俄罗斯将要求指定的外国媒体登记
为“外国代理人”。

这轮俄美“媒体战”由美国
方面首先发起。美方一直指责俄
罗斯官方媒体以“假消息”形式
秘密干扰去年举行的美国总统选
举以左右选举结果。俄方坚决否
认这一指责，美方则持续对俄方
采取行动。

本月 9 日，“今日俄罗斯”电

视台兼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总编辑玛
加丽塔·西蒙尼扬说，美国司法部
要求这家媒体最晚于 13 日在美注
册为“外国代理人”，否则银行账
户将遭冻结、在美公司主管可能被
逮捕，“总之公司将无法继续运
营”。最终，“今日俄罗斯”电视台
不得不按美方要求完成登记。

按照美方相关法律，“外国代
理人”代表外国政府等实体在美国
从事与政治相关活动。“外国代理
人”需要定期向美方报告与外国委
托人的关系以及在美国的活动和财
务收支等情况。

对于美方做法，俄方表示将采

取针对美国媒体的对等措施，以
“保护我国公民不受美国媒体对俄
罗斯赤裸裸的干涉”。

最近两周以来，俄罗斯国家杜
马 （议会下院） 和联邦委员会 （议
会上院） 先后表决通过“外国代理
人 ” 法 案 。 普 京 25 日 签 署 该 法
案，这项法律正式生效。同日，俄
罗斯政府法律数据库网站公布了这
项法律的具体内容。

这项法律规定，俄罗斯政府有
权认定某些外国媒体为“外国代理
人”。这些媒体将与外国资金资助
的非政府组织一样，在向俄罗斯公
众发布任何消息时，都必须提及自

己“外国代理人”的身份。
此外，“外国代理人”必须向

俄罗斯政府登记，定期上交报告说
明资金来源、花销情况、要达到何
种目的以及管理人员等情况。同
时，俄罗斯执法部门还可以对“外
国代理人”进行抽查，以确保对方
遵守法律规定。

俄罗斯外交部上周公布了可能
被指定为“外国代理人”的媒体名
单。该名单列出 9家美国支持的媒
体，包括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
—自由电台以及 7家由自由欧洲电
台—自由电台经营的俄语和其他语
种媒体。

俄美“媒体战”动真格
普京签署“外国代理人”法案

新华社特稿
张旌 田栋栋

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
克 24 日说，针对欧盟与英国正在
进行中的“脱欧”谈判，双方仍有
可能在下月就三大核心议题达成初
步协议，以解锁第二阶段谈判。不
过，他表示目前谈判存在巨大挑
战，并给英国定下 10 天“最后期
限”，要求英国拿出更佳方案。

再次发出“最后通牒”
英国今年3月29日正式向欧盟

递交“脱欧”信函，成为首个寻求
退出欧盟的成员国。根据欧盟法
律，双方需要在两年内 （2019年 3
月29日之前） 完成“脱欧”谈判。

目前，谈判仍处在第一阶段。
要“解锁”包括贸易协议在内的第
二阶段谈判，双方必须先在三大核
心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这些议

题分别是“分手费”、公民权利和
英国与爱尔兰边界。

欧盟和英国第六轮“脱欧”谈
判本月 10 日结束后，欧盟曾向英
国下达“最后通牒”，要求英国在
两周时间内就“分手费”问题作出
明确回复。不过，欧洲理事会主席
图斯克 24 日与英国首相特雷莎·
梅会晤后，决定再给英国“最后
10天”。

欧盟一名外交消息人士透露，
双方会晤时间很长，态度诚恳。图
斯克把12月4日定为“绝对的最后
期限”，要求英国在此之前拿出更
佳的“脱欧”方案，在上述三大议
题上更近一步。

按这名消息人士的说法，对于
图斯克提出的时间表，特雷莎·梅
表示同意。

欧盟定于下月 14 日至 15 日举
行峰会，讨论英国“脱欧”谈判等
事宜。如果英国在 10 天之内无法

拿出让欧盟满意的方案，将无法按
原计划解锁包括贸易协议在内的第
二阶段谈判。

谈判焦点转至爱尔兰
欧盟和英国“脱欧”谈判数月

以来，争论焦点一直在“分手费”
问题上。路透社说，随着双方在这
一关键问题上逐渐靠拢，另一核心
议题“英国与爱尔兰边界”可能成
为新的谈判焦点。

英国完成“脱欧”后，英国与
爱尔兰的边界将是英国与欧盟的唯
一陆地边界。爱尔兰方面要求，英
国“脱欧”后不应与爱尔兰存在

“硬边界”。欧盟“脱欧”谈判代表
米歇尔·巴尼耶对爱尔兰的立场表
示支持，称“爱尔兰的事就是欧盟
的事”。

虽然英国方面也表示不想回到
“硬边界”时代，但英国为了拿回
贸易自主权而要离开欧盟关税同

盟。欧盟则认为，避免出现“硬边
界”的最好办法就是北爱尔兰或整
个英国留在关税同盟中。

根据英国政府 8月发布的 《爱
尔兰与北爱尔兰立场文件》的相关
表述，“硬边界”即设有海关征
税、边境口岸、检查站、检验检疫
等实体边界基础设施，配备边防力
量，有实体边界标识的状态。

对于欧盟的这一提议，英国有
不同看法。英国方面说，如果仅把
北爱尔兰留在关税同盟内，等同于
把这一地区从英国分离出去。

就在这一关键时间点，爱尔兰
政府 23 日突发执政危机，为“脱
欧”进程再添变数。一旦爱尔兰提
前举行选举，“脱欧”谈判速度恐
受影响。

欧盟一名参与“脱欧”谈判的
外交官说：“爱尔兰问题现在非常
棘手。在 12 月前就此问题取得进
展的可能性仅有50％或更低。”

“脱欧”能否接着谈？

欧盟留给英国“最后10天”

新华社雅加达11月26日电
（郑世波）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上
的阿贡火山 25日下午再次喷发。
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 26 日在官
网上发布公告，紧急提醒中国公
民近期谨慎前往巴厘岛旅游。

印尼火山和地质灾害减灾中
心 报 告 说 ， 25 日 下 午 5 时 30
分，阿贡火山再次喷发出大量火
山灰，灰柱高达 1500 米。此后
阿贡火山不断喷出火山灰和烟
雾，火山灰柱最高达到 4000 米
并伴有红光，火山可能随时喷发
岩浆。火山灰随风飘向东和东南
方，并往龙目岛扩散。

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说，目
前巴厘岛伍拉莱国际机场航空预
警已升至最高级“红色”，一些
国家的航空公司已取消往返巴厘
岛的航班。若风向改变，火山灰
往西南方向扩散，伍拉莱国际机
场可能随时关闭。火山警戒级别

仍为第三级，仅次于最高级别。火
山口周围半径 6公里内以及火山口
正北－东北、西南－正南－东南方
向半径 7.5 公里内为危险区域，禁
止居民或游客活动。

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建议中国
公民密切留意领馆发布的提醒，合
理安排行程，近期谨慎前往巴厘
岛；已在巴厘岛的中国公民需保持
高度警惕，注意自身安全，切勿前
往火山周围区域活动，并注意防范
滞留风险。遇紧急情况要及时报警
并在第一时间与总领馆联系。

阿贡火山今年 9月下旬发生频
繁地震，表明喷发的可能性加大，
火山周围数万居民被紧急撤离。11
月21日下午，阿贡火山开始喷发。

阿贡火山位于印尼旅游胜地巴
厘岛东北部，海拔 3031 米，是印
尼 129座活火山之一。阿贡火山曾
于 1963 年剧烈喷发，喷发活动持
续至第二年，造成1000多人死亡。

巴厘岛火山再次喷发
中国公民应谨慎前往

11月26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阿贡火山喷出火山灰和熔岩。
（新华社/美联）

新华社特稿（杜鹃） 今年 9
月的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中，由总
理安格拉·默克尔领导的执政党
联盟党再次成为议会第一大党，
但她此后的组阁之路走得颇为艰
难，一方面由于两度与联盟党

“搭班”的社会民主党要当反对
党，另一方面因为与其他党派的
组阁谈判不欢而散。

24 日，社民党方面立场有
所松动，称准备好与其他党派对
话，旨在打破当前政治僵局，让
默克尔看到了“大联盟”重现的
可能性。默克尔 25 日在一场党
内谈话中细数昔日“大联盟”时
期取得的种种政绩，还规划了未
来执政纲领。

社民党方面则对“大联盟”
继续持谨慎态度。社民党主席马
丁·舒尔茨 24 日强调，任何与
联盟党的合作方案都要先交由党

内投票批准。
受9月24日大选结果限制，默

克尔这次组阁谈判的参与方选择余
地很小。联盟党保持联邦议院第一
大党地位，但因为第二大党社民党
多次强调不参加组阁，联盟党又拒
绝接触极右、极左政党，就只能同自
民党和绿党展开谈判。只是，自民党
方面 19 日宣布退出谈判，德国媒
体当时认为，默克尔未来或尝试组
建少数派政府，或接受重新大选。

默克尔组阁举步维艰的这段日
子 ， 社 民 党 方 面 也 是 “ 压 力 山
大”，不少党内外人士呼吁该党与
联盟党“复合”。24日，社民党方
面声明愿意与其他党派对话。德国
总统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
随后决定下周召集默克尔、舒尔茨
和基社盟主席霍斯特·泽霍费尔开
会。总统办公室还说，此次开会旨
在讨论组建新的“大联盟”。

德国执政“大联盟”或再续
默克尔谈展望 舒尔茨示谨慎

新华社首尔11月26日电（何
媛） 韩国媒体 26 日报道，韩国央
行的数据显示，韩国平均每户家庭
的负债规模突破 7000 万韩元 （约
合6.4万美元），家庭负债规模成为
韩国经济的“定时炸弹”。

媒体当天援引韩国银行的统计

数据称，截至 9月底，韩国家庭负
债规模达 1419 万亿韩元 （约合 1.3
万亿美元），相当于平均每户家庭
负债 7269 万韩元 （约合 6.7 万美
元）。

与家庭负债规模大幅增加相
比，韩国家庭收入增幅变化不大。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平均
每户家庭月均收入为 453.7 万韩元

（约 合 4183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2.1％ 。 但 是 如 果 考 虑 到 物 价 涨
幅，实际收入仅为 439万韩元 （约
合4048美元），同比下降0.2％。

韩国政府为刺激经济增长，多

年维持了低利率。尤其为推动房地
产业，韩国2014年8月出台家庭信
贷优惠政策，大幅推升了家庭负债
规模。业内人士分析，韩国目前的
家庭负债规模尚不会引发金融危
机，但让央行在制定政策时面临窘
境。

韩国户均家庭负债
破7000万韩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