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招标条件
宁波市中医院扩建项目医用气体（供氧吸引等）设备系统采购

项目已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15]505号文
批准建设，招标人为宁波市中医院，资金来源部分财政解决，部分
自筹。本项目宁波市中医院扩建项目医用气体（供氧吸引等）设备
系统采购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建设地点：范江岸路南侧、广安路北侧、海韵河东侧、现

宁波市中医院住院楼西侧预留地块。
2.2标段：一个。
2.3 招标范围：医用气体设备系统供货及安装调试、开通、

验收通过和保修等（具体详见招标文件《技术规格书》）。
2.4最高限价：人民币222.3977万元
2.5计划工期要求：满足总包方进度要求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资格要求
3.1.1投标人在我国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为投

标产品的制造商或代理商（代理商参加投标的必须具有供氧系
统制造商针对本项目的唯一授权书）；

3.1.2投标人必须具有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医疗器械
经营许可证或备案凭证；

3.1.3投标人必须具有特种设备（压力管道 GC2级及以上）
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

3.1.4投标产品必须具有医疗器械注册证（医用中心供氧系
统及医用中心吸引系统）。

3.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其他要求：
3.3.1 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无不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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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派项目负责人经宁波市人
民检察院查询（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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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负责人，若投标人逾期未添加的
或未及时更新企业组织机构代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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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不得为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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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7年 12月 6日至 2017年 12

月25日16:00（以付款成功时间为准）登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网站自行下载招标文件。超出上述规定期限的，招标人将
不予受理。

4.2招标文件提问截止时间：2017年 12月 13日 10:00前（北
京时间），提问截止时间之后提出的问题，招标人将不予受理。
建议投标人在招标文件提问截止时间前下载招标文件。

4.3招标文件每套售价300元，售后不退。
4.4如有补充的招标文件请关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站（http://www.bidding.gov.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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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有意参加投标者在网上

购买招标文件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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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未在网上下载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将不能参加该项目
的投标，招标人拒收其投标文件。

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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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温馨提示：凡受到相关行政监督部门限制投标的企业，请慎
重购买。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递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即开标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 28 日

09时30分（北京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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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开标室详见楼道口
指示屏。

5.2 逾期送达或者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的投标文件，招标
人不予受理。

6、投标保证金
投标保证金的金额：不少于人民币肆万肆仟元整
投标保证金的缴纳形式
形式①：银行电汇形式的直接缴入以下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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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970734724
温馨提示：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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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保函需采用招

标文件提供的格式。
备注：1.保证金到账截止日期：2017年 12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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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上
投标保证金缴纳形式投标人可任选其一；3.投标保证金采用银行电
汇形式的，必须从投标人的基本账户汇出，并将投标人基本账户开
户许可证复印件编入投标文件中；投标保证金采用保险保单形式或
银行保函形式的，保险保单复印件或银行保函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编入投标文件中，同时将保险保单正本原件或银行保函原件在投标
截止时间前提交给招标（代理）人。

联 系 电 话 ：0574—87861127（中 国 银 行）；0574- 87011318、
87011280（宁波市建设工程综合保险服务中心）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项目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中国宁波

网（www.cnnb.com.cn）和宁波日报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中医院
地址：宁波市海曙区广安路268号（丽园北路819号）
联系人：杨飞
电话：0574-87019010
招标代理机构：宁波市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联系人：姜春辉、王媛
电话：0574-87307605 87224347

宁 波 市 中 医 院 扩 建 项 目 医 用 气 体
（供氧吸引等）设备系统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交易登记号：D3302010000003546001
１.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市中医院空调设备采购项目已由宁

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15]505号文件批
准建设，项目业主为中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建设资
金来自市财政性资金和医院自筹，项目出资比例为市财政
性资金补助 2 亿元，其余由医院自筹。项目已具备招标条
件，现对该项目的材料设备进行公开招标。

２.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位于范江岸路南侧、广安路北侧、海韵河东

侧、现宁波市中医院住院楼西侧预留地块。
建设规模：总建筑面积71480平方米。
招标控制价：195.5736万元。
计划工期：按招标人通知分批次交货。
标段划分：1个。
招标范围：项目所需新风机组、空气处理机组、风机盘

管等供货。
标段划分：1个。
质量要求：按国家验收规范一次性验收合格标准。
安全要求：合格。
３.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及项目负责人资格要求：
3.1.1投标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
3.1.2 投标人为投标产品的制造厂家或具有供货能力

的代理商（必须有制造商针对本项目出具的唯一授权书原
件）；

3.1.3 投标产品制造商具有制冷设备全国工业产品生
产许可证（需覆盖投标产品范围）；

3.1.4 投标人须派一名项目负责人；项目负责人资
格：/；

3.1.5投标人、法定代表人及其项目负责人无不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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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预中标候选人公示前经查询有“近三年（2014年
7月1日至今）行贿犯罪档案记录”或“失信被执行人信息”
的，取消其中标候选人资格，本项目重新招标。

3.1.7预中标单位为联合体的，应当对所有联合体成员
进行查询，联合体中一个或一个以上成员有“行贿犯罪档
案记录”或“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的，联合体视为有行贿犯
罪档案记录或失信被执行人。

3.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资格审查：采用资格后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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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6 日到 2017

年 12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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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
预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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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预审）文件下载费用300元。
4.4 如有补充的招标（资格预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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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机构联系。
5.投标保证金
5.1金额：人民币 38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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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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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递交
6.1 投标（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 2017 年

12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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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市行政服务中心四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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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预审申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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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bidding.gov.cn）、宁波日报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中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聚贤路1299号
联系人：杨工
电话：0574-87089010
传真：/
招标代理机构：宁波中基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天童南路666号中基大厦19楼
联系人：梁慧强
电话：0574-87425571
传真：0574-87425373

标段
号

001

金额
(元整)

3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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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170119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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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 （记
者刘晨 朱东阳 罗国芳 王丰
丰） 美国官员 5 日说，总统特朗
普将于当地时间 6 日宣布承认耶
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但美国驻
以色列使馆迁至耶路撒冷的工作
预计耗时数年才能完成。

这将是美国总统首次作出这
一表态，引发中东多国强烈反
对。中东多国警告，此举可能引
发“危险后果”，破坏巴以和平进
程。

美国政府官员 5 日晚举行媒
体吹风会，三名匿名高级官员表
示，特朗普此举主要是对“现实
的认可”，也是兑现竞选承诺，同
时，美驻以使馆从特拉维夫搬迁
至耶路撒冷的工作将启动。但因
涉及人员和安保等问题，迁馆工
作预计耗时数年。据悉，特朗普
将于6日签署推迟迁馆的命令。

这些官员没有明确表示新使
馆选址是否会位于巴勒斯坦和以
色列的争夺焦点东耶路撒冷。

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仍致

力于推进巴以和谈进程，并准备
支持“两国方案”。

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分别
与巴勒斯坦、约旦、沙特阿拉
伯、埃及等地区国家领导人通电
话通报上述决定。各国均警告，
此举可能引发“危险后果”，将破
坏巴以和平进程，也会对全世界
穆斯林的感情造成极大伤害。

特朗普一旦正式宣布这一决
定，必将引发中东地区和国际社
会一系列连锁反应。

首先，这一举动势必会破坏
巴以和谈，引发新一轮巴以冲
突，增加地区紧张局势。土耳其
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如果美国承
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土耳
其将与以色列断交。

其次，美国明显的偏袒立场
也会使其失去巴方信任，使长期
以来美国在巴以问题上所作努力
付诸东流，此举可能会引发伊斯
兰国家普遍的反美、反以情绪，
损害美国的国际信誉和影响力。

此外，美国驻伊斯兰国家外

交人员人身安全也可能因抗议活
动而受到威胁。

美国政治圈有句名言：“政治
止于水边”，意思是外交不应受国
内政治过多干扰，两党应在对外
政策上显现“统一战线”。这种做
法确保美国对外政策延续性，也
对国际局势稳定有帮助。

特朗普如果最终承认耶路撒
冷为以色列首都，自然兑现了竞
选承诺，取悦了亲以色列的保守
派选民，政治上可能得分，但却
为本已趋缓的巴以纷争人为制造
了新矛盾。这种只考虑国内政
治、不顾国际公义的做法，在美
国退出应对气候变化的 《巴黎协
定》 时见过，在美国退出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时也见过。

中东不稳定，世界难太平。
近期，中东形势正处在一个从反
恐到促和、从经济转型到社会变
革的关键时期。在这个节点，为
政治私利让和平努力付诸东流，
受损害的不仅仅是中东，还有美
国的国际信誉和影响力。

要认耶路撒冷为以首都
特朗普决定引多国警告

相关链接

耶路撒冷地位是巴勒斯坦与以
色列和解对话中分歧最严重的议题
之一。以色列于 1967 年中东战争
之后吞并东耶路撒冷，并于 1980
年通过立法单方面宣布整个耶路撒
冷为以色列“永久、不可分割的首
都”。巴勒斯坦坚持要求把东耶路
撒冷作为巴方首都。国际社会普遍
不承认以色列对耶路撒冷拥有主
权。很多和以色列有外交关系的国
家把使馆设在特拉维夫，而非耶路
撒冷。

美国国会 1995年通过“耶路撒
冷使馆法案”，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
列首都，并要求政府于当年 5 月 31
日前将使馆迁往耶路撒冷，但允许
总统以安全因素为由推迟迁馆，且
必须每6个月签署一份相关文件。

为拉拢亲以色列的美国选民，
特朗普去年竞选总统期间承诺，上
台后将把美国驻以色列使馆从特拉
维夫迁至耶路撒冷。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6 日电
针对有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
将宣布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
首都一事，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6 日
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耶路撒冷地
位问题复杂敏感，各方应谨慎行事。

耿爽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
道，密切关注事态进展，对地区矛
盾可能激化感到担忧。耶路撒冷地
位问题复杂敏感。各方应着眼地区
和平与安宁，谨慎行事，避免冲击
长期以来巴勒斯坦问题解决的基
础，引发地区新的对立。

耿爽说，中方始终坚定支持和
推动中东和平进程，支持巴人民恢
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支持
建立以 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
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完全主权的、独
立的巴勒斯坦国，呼吁各方根据联
合国有关决议，致力于通过谈判解
决分歧，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耶路撒冷地位
问题复杂敏感
各方应谨慎行事

这是2017年1月20日拍摄的位于特拉维夫的美国驻以色列使馆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路透）

新华社伦敦12月6日电（记
者顾震球） 英国伦敦警方 5 日宣
布，挫败了一起针对首相特雷莎·
梅的自杀式恐怖袭击阴谋，并指控
两名男子涉嫌谋划这一行动。

伦敦警方表示，反恐部门 11
月 28日分别在伦敦北部和伯明翰
东南部地区抓获两名犯罪嫌疑
人。两人目前已被关押，警方 5
日对他们正式提出指控，两人 6
日将在伦敦出庭受审。

据 英 国 媒 体 报 道 ， 警 方 认

为，这两名男子企图在唐宁街 10
号首相官邸用简易爆炸装置发动
袭击，并趁乱用刀刺杀梅。

负责英国国内安全事务的军
情五处 （英国安全局） 负责人安
德鲁·帕克 5 日向内阁通报了这
起暗杀阴谋。他说，在过去一年
中，英国已挫败 9 起在英国发动
恐怖袭击的图谋。他说，恐怖组
织“伊斯兰国”近来在叙利亚和
伊拉克受到沉重打击后，开始策
划在英国境内发动恐怖袭击。

英国警方挫败一起
暗杀首相的阴谋

新华社芝加哥 12 月 5 日电
（记者汪平） 美国伊利诺伊州总检
察长莉萨·马迪根 4 日宣布传唤
该州一家公交公司，认为这家公
司涉嫌歧视中国留学生及侵犯民
事权利。

马迪根在当天发布的声明中
表示，已经向这家公司发出传
票，要求其在 30 天内答复。“我
们正在调查这家公司是否涉嫌侵
犯民事权利。我们对此事十分关
注，因为这则广告涉嫌歧视潜在
顾客。根据法律，人人都有进入
公共交通工具的权利，这与他们

的种族或国籍无关。”
这家名为“城郊快线”的公

司总部设在伊利诺伊州，经营从
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尚佩恩分
校往返芝加哥市区和机场的大
巴。公司在本月 2 日通过邮件向
学校师生发出的圣诞季促销广告
中写道：“乘坐我们的公交车，你
不会感觉身在中国。”

这则广告发布后立即引发亚
裔学生和校方的严正抗议。该校
学生事务办公室发表声明强烈谴
责这一广告，认为是对中国和亚
裔群体的侮辱。

因发布歧视中国人广告
美国一公交公司被传唤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杜鹃
王波） 沙特阿拉伯掀起反腐风暴
一个月后，检察官宣布重大进
展：目前仍被关押的 159 人中，
大多数人已经同意与检方达成

“和解”，即交出非法所得，换取
获释。

总检察长沙特·穆吉卜 5 日
在一份声明中说，自反腐风暴掀
起后，迄今共计传讯 320 人，冻
结 376个银行账户。现阶段，159
人被关押在首都利雅得的丽斯卡
尔顿酒店。

穆吉卜说，大多数嫌疑人已
经同意与检方达成“和解”，承诺
将非法所得上缴国库。

沙特国王萨勒曼上月 4 日下
令成立由王储穆罕默德·本·萨
勒曼为主席的最高反腐委员会。
当晚便有11名王子、38名现任和

前任大臣及众多富商被捕。
上月底，王子米特阿卜与政

府达成“和解协议”后获释。有
媒体报道，他支付超过 10亿美元

“和解金”。
穆吉卜 5 日在声明中说，最

高反腐委员会将分两阶段处理反
腐风暴中被抓的涉贪王子、高官
和富商。

第一阶段是向被抓贪腐嫌疑
人出示犯罪证据，然后与其谈
判，要求其交出非法所得达成

“和解”，最后将其释放。
谈判过程中，嫌疑人获准联

系任何人，也可以拒绝“和解协
议”。签署了“和解方案”的人可
获特赦，针对其的刑事诉讼也将
结束。

第二阶段是针对不同意“和
解”的嫌疑人。他们将被起诉。

沙特反腐一个月
嫌疑人大多愿花钱“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