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栎社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已由宁波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14]719 号文件批准建
设，招标人为宁波机场与物流园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招标
代理人为宁波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建设资金财政和自
筹。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变配电设备进行公开
招标。

２.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宁波栎社国际机场。
规模：建筑面积约17万平方米。
项目总投资：概算84.5434亿。
招标控制价：标段一：1056.3723 万元，标段二：3049.144

万元，标段三：930.4431万元，标段四：398.7679万元，标段五：
699.102万元，标段六：449.7413万元。

计划工期：标段一～标段五：收到招标人书面通知后 45
日历天内交货,具体根据招标人要求分批交货；标段六：收到
招标人书面通知后 45日历天内交货,且安装调试满足总包单
位工程进度需要。

招标范围：标段一：高压开关柜与直流屏的供应、指导安
装、配合调试、验收、技术培训、售后服务等；标段二：低压开
关柜的供应、指导安装、配合调试、验收、技术培训、售后服务
等；标段三：UPS 及配电柜、电池的供应、指导安装、配合调
试、验收、技术培训、售后服务等；标段四：变压器的供应、指
导安装、配合调试、验收、技术培训、售后服务等；标段五：柴
油发电机组的供应、指导安装、配合调试、验收、技术培训、售
后服务等；标段六：电力能耗监控管理系统的供应、安装、调
试、验收、技术培训、售后服务等。

标段划分：本项目共分六个标段，投标人可以同时对多
个标段进行投标，也可以对其中一个标段进行投标，允许投
标人同时中多个标段。

质量要求：按国家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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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以下要求：
标段一：投标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具有所投高压开

关柜制造和供货能力的制造商或代理商（代理商参加投标的
必须提供高压开关柜制造商针对本项目出具的唯一授权
书），所投高压开关柜具有相关机构出具的型式试验报告；

标段二：投标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具有所投低压开

关柜制造和供货能力的制造商或代理商（代理商参加投标的
必须提供低压开关柜制造商针对本项目出具的唯一授权
书），所投低压开关柜具有3C认证报告；

标段三：投标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具有 UPS 制造和
供货能力的制造商或代理商（代理商参加投标的必须提供
UPS 制造商针对本项目出具的唯一授权书），所投 UPS 具有
有效期内的泰尔认证证书；

标段四：投标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具有所投干式变
压器制造和供货能力的制造商或代理商（代理商参加投标的
必须提供干式变压器制造商针对本项目出具的唯一授权
书）；所投变压器具有相关机构出具的型式试验报告；

标段五：投标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具有所投柴油发
电机组供货能力的制造商或代理商（代理商参加投标的必须
提供柴油发电机组制造商针对本项目出具的唯一授权书）；

标段六：投标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所投电力能耗监控
管理系统软件具有国家相关部门颁发的软件著作权登记证
书，且证书著作权人为投标人。

3.2每个标段的投标人须委派本项目负责人一名。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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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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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中标候选人公示前，招标代理人对预中标候选
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失信信息进行查询（具
体以预中标候选人公示日前“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
na.gov.cn查询为准），若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则取消预中标候
选人资格，相应标段重新组织招标。

3.5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经宁波市人
民检察院查询无行贿犯罪记录。预中标候选人公示前，招标
代理人将预中标候选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相
关信息提交检察院查询，若存在行贿犯罪记录的，则取消预
中标候选人资格，相应标段重新组织招标。

3.6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母公
司、全资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都不得在同一货物招标中同
时投标，否则均按无效标处理。

3.7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8本次招标采用资格后审方式。
４.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7 年 12 月 8 日到 2017 年
12月 29日 16：00（以购买时间为准），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网站（http://www.bidding.gov.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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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文件下载费用300元，售后不退。
4.3如有补充文件请关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自行下载，不另行提供纸质版补充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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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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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与招标代理机构联
系。

4.7投标人对招标文件异议截止时间：2017年 12月 22日
17时。

5.投标保证金
5.1金额：标段一:人民币 20万元整；标段二:人民币 60万

元整；标段三:人民币18万元整；标段四:人民币7.5万元整；标
段五:人民币 13万元整；标段六:人民币 8.5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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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详见

专用条款附件，且应在投标有效期内保持有效，招标人如
按规定延长了投标有效期的，则银行保函的有效期也相应
延长。

5.2 保证金到账截止日期：2017 年 12 月 29 日 16 时 （北
京时间，以资金到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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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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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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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d-
ding.gov.cn） 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机场与物流园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工
电话：0574-87423883
招标代理名称：宁波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世纪大道北段 555 号名汇东方大厦 19 楼

1911室
邮编：315040
联系人：陈科、钟未
电话：0574－55717412
传真：0574－87193548

宁波栎社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变配电设备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交易登记号：G3302120000003568001）

标段号

001

002

003

004

005

006

金额
(元整)

200000

600000

180000

75000

130000

85000

形式

银行
缴纳

银行
缴纳

银行
缴纳

银行
缴纳

银行
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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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投
标保证金专户（工程建设）

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投
标保证金专户（工程建设）

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投
标保证金专户（工程建设）

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投
标保证金专户（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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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市科技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市科技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市科技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市科技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市科技支行

银行账号

3688 7122 2022

3740 7121 2461

3727 7316 2506

3714 7316 4578

3714 7009 2773

3701 7130 9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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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通讯员
房炜） 经过文化部组织专家严格遴
选，第三届中国歌剧节参演剧目名
单 12 月 4 日发布，昨天公示结束。
据悉，全国共有 15 部原创剧目、
10 部精典剧目入选，市演艺集团
创排的民族歌剧《呦呦鹿鸣》位列
其中，这是我市第一次有作品入选
中国歌剧节。

中国歌剧节是我国歌剧领域最

高级别艺术活动，每三年举办一
届。第三届中国歌剧节 2017 年 12
月16日至2018年1月6日在江苏举
办。中国歌剧节参演剧目申报工
作启动后，全国各地院团踊跃报
名参演，文化部艺术司组织专家
对各地和有关单位申报的 100 多
台剧目进行了遴选，最终选择出
了 25 部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剧
目参演。

民族歌剧《呦呦鹿鸣》是宁波
市演艺集团今年创排的新剧目，与
宁波交响乐团联合出品，宁波大
学、宁波教育学院、宁波老年大学
合唱团共同参演，充分整合了全国
主创力量、宁波全大市和演艺集团
内部各剧团的艺术资源。为了做好
这次演出工作，12 月 8 日、9 日，
宁波市演艺集团《呦呦鹿鸣》剧组
的相关人员还特意赶到北京召开创

作会。经过两天的研讨，大家决定
对剧目重新修改，进一步加工提
高，争取以最佳的艺术状态出现在
中国歌剧节的舞台上。

据了解，歌剧《呦呦鹿鸣》将
与文化部、中央歌剧舞剧院出品的

《白毛女》、国家大剧院出品的《长
征》 和中国交响乐团出品的 《木
兰》共同亮相歌剧节主会场江苏大
剧院。

歌剧《呦呦鹿鸣》入选中国歌剧节
这是我市作品首次亮相歌剧领域最高舞台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包
德贵） 昨晚，宁波文化艺术培训中
心小剧场传来阵阵悦耳的琵琶声，
作为宁波首届琵琶高研班设立近一
年来的汇报表演，文艺大师、著名
琵琶家吴玉霞携她的高研班弟子在
这里举行汇报演奏会，300 余名民
乐爱好者到场欣赏。

吴玉霞文艺大师工作室琵琶高
研班成立于今年2月，十余位来自
我市各地从事民乐演奏、教学并
热衷于传承传播琵琶艺术的演奏
员成为首期高研班学员，吴玉霞
每月定期来甬、亲任主教导师。
著 名 琵 琶 演 奏 家 傅 丹 任 艺 术 顾
问，同时还不定期邀请数位音乐
名家开展排练和舞台实践等教学
工作。成立 10 个月来，高研班先
后 12 期集中授课，学员们的艺术
水准显著提升。10 月在上海举行
的“敦煌杯”全国琵琶艺术菁英
展，以 4 位高研班学员为代表参
赛的“丹霞组合”荣获职业组重
奏银奖。此外，高研班还依托文

艺大师工作室，积极开展公益艺
术普及、讲座，推进高雅艺术进校
园等活动，先后走进宁波中学、鄞
州中学以及大型企业和行政单位，
培养琵琶社团和学社，与广大师生

和市民分享琵琶艺术的美好。
本次汇报演奏会由市委宣传

部、宁波文促会主办。吴玉霞和学
员们一起表演了 《霓裳曲》《三
六》；此后，高研班学员表演了独

奏、重奏《塞上曲》《风戏柳》《飞
花点翠》等曲目；吴玉霞还为大家
表演了 《龙船》《十面埋伏》 等琵
琶名曲，让大家大饱耳福。

每个月来一趟宁波，三四天时
间里早中晚授课，这是吴玉霞的

“宁波高研班行程”。此次从德国回
到北京，时差还来不及倒的她又来
到甬城。对于学员们水平的显著提
高，吴玉霞打心眼里感到高兴，

“这两天高研班进入年尾的总结，
我们对学员进行独奏、重奏、教
学、基本功、艺术实践等全方位测
试。”吴玉霞说：“在测试中看到学
员对推广、普及琵琶艺术非常有耐
心，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吴
玉霞希望学员开拓视野，胸怀远
大，提高格局，同时要有社会担
当。

据悉，吴玉霞文艺大师工作室
琵琶高研班以三年为期，目的是为
我市培养一批德艺双馨、技艺精湛
的民乐演奏及教学人才，推动我市
传统民乐事业上一个新台阶。

吴玉霞琵琶高研班桃李满园
昨晚汇报演奏会技惊四座

昨晚，吴玉霞 （左二） 和首届琵琶高研班学生琵琶演奏情景。
（周建平 摄）

本报记者 姬联锋

昨天下午，在鄞州区第十五届
运动会闭幕式暨颁奖典礼上，出现
了八一女篮领队刘玉栋的身影。尽
管本赛季八一女篮已经落户南昌，
但是鄞州区政府还是把“最具影响
力体育项目特别奖”颁发给了八一
女篮和鄞州赛区工作团队，刘玉栋
这次是专门来领奖的。

主持人在颁奖词中说，十二年
的 WCBA 征程，全国唯一一个连
续十二年不变的女篮主场，成就了
鄞州和八一女篮的美丽情缘。落户

鄞州十二年，八一女篮顽强拼搏的
战斗精神、始终如一的高昂斗志、
永不言败的坚定信念，成为鄞州人
的精神榜样，也成为鄞州的一张亮
丽名片。为此，特授予八一女篮和
鄞州赛区工作团队“最具影响力体
育项目特别奖”。

刘玉栋表示，回到宁波，他感
到很亲切。虽然八一女篮本赛季落
户南昌，但女篮在鄞州留下了美好
的回忆。对于很多球迷关心的八一
男篮和女篮今后如何发展的问题，
刘玉栋表示，这个已经很明确了，
球队将保留，与地方融合，走军民

融合共建这条路。还有一些体育改
革方面的事项正在与国家体育总局
进行沟通。“今后军队体育的路会
越走越宽。”

刘玉栋还对目前中国篮球运动
的发展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
篮球市场好不等于中国篮球好，这
从近年来中国男篮参加各类国际大
赛所取得的成绩就可以看出来。中
国的篮球制度需要完善，过分依赖
外援，比赛的观赏性高了，但这对
培养国内年轻球员不利。“很多教
练把希望寄托在外援的水平上，只
要老板肯投入，就能取得好成绩。

这样谁还肯培养年轻人？八一队就
想为国家培养人才，贵在坚守。”

说起八一队，就不能不提八一
男篮。谈到这个话题，刘玉栋眉头
一皱：“都不想谈八一男篮。”他表
示，八一男篮曾经是一面旗帜，是
经过十几年努力奋斗出来的一块牌
子，那时候输了球才是新闻，如今
到了赢一场球才是新闻的地步，应
该好好反思。“除了没有外援以
外，更主要的是自身水平不够。”
他不愿意看到八一男篮这样下去，
希望这支球队能好起来，有所担
当。

刘玉栋昨天鄞州领奖

谈及八一篮球队“重女”“轻男”

本报讯 （通讯员丁洁雯） 12
月 8 日下午，由庆安会馆与宁波
和峰堂木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联合
举办的 《悦木·王家锋木雕作品
展》开幕。

此次展品的作者王家锋是中
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他生于宁
波，后赴海南学艺，从事木雕创作
20 余年，其间创作了大量独特的
木雕作品，其中木雕作品《书圣》

《椰乡牧归》《黎寨晨曦》《笑弥勒》
被中国木雕艺术馆永久收藏。本次
展览精选王家锋先生近 10年来创
作的木雕精品，分为“一带一路”、

四明山乡愁、禅意、人文四个系列，
展出近80件作品。

在庆安会馆 《悦木·王家锋
木雕作品展》的开幕式上，王家锋先
生捐赠三件艺术作品，当场拍卖，并
将所得善款12.58万元全部捐赠给
宁波好人冯福忠，救助其子冯波。

据悉，《悦木·王家锋木雕作
品展》 将持续到 2018 年 3 月 15
日，在此期间，还将举办木雕艺
术现场创作展演、文创产品展、

“大手拉小手”工艺大师传承传教
活动、“爱在宁波”王家锋木雕作
品爱心拍卖会等。

《悦木·王家锋木雕作品展》
在庆安会馆开幕

本报讯（记者姬联锋）“体育
彩票杯”宁波群众登山大会石门
站活动昨天在余姚陆埠镇石门村
举行，300 多名登山爱好者参加
了本次活动。

宁 波 群 众 登 山 大 会 创 立 于
2008年。从 2013年起，大自然户外
俱乐部根据宁波山地资源和登山
人群的分布，将每年一站调整为全
年举办四站，春季为开幕站，夏季
和秋季各举办一站，冬季为闭幕
站。这样能更好地满足市民的登山
需求，推动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
创立十年来，很多宁波登山爱好者
跟着群众登山大会的脚步，登上了
数十座宁波的山峰，用脚步感受到
家乡山山水水的美丽与富饶。

余姚陆埠的石门村是一座位
于四明山北麓的古村落，历史文化
悠久，自然景观独特。拥有石门巨
石、将军山古道、虹龙双潭瀑布等
独特景观。此外，石门村的水碓年
糕吸引了很多登山者。很多人来到

生产水碓年糕的那间老房子，观看
年糕制作过程。在房子后面，有一
座木制水碓，利用溪水的动力来搡
米粉，这座水碓已经有 300多年的
历史了。昨天的比赛结束后，每位
登山者都获得了带有本次活动印
章的水碓年糕，登山比赛的前三名
选手都获得了年糕大奖。

本次登山大会的比赛路线为
7 公里，位于石门村后的燕窝古
道，沿途风景秀美。钱博婷是下
应中心小学的足球教练，喜欢健
身的她凭借着良好的身体素质获
得了这次比赛女子组的第一名。
钱博婷毕业于宁波体育运动学
校，曾经是宁波市女子足球队的
一员，参加过省运会。她表示，
足球运动让她的双腿得到了很好
的锻炼。“前两年也参加过九龙湖
马拉松和宁波马拉松，最近想玩
越野赛。前段时间在余姚鹿亭举
行的 14公里越野赛中，我是第二
名。”钱博婷笑着说。

群众登山大会石门站活动举行

本报讯（记者姬联锋）“甬江
杯”浙江省第五届桥牌大师分赛
昨天在新芝宾馆结束，来自省内各
地的 72对牌手共进行了两天的比
赛。参加本次比赛的主要是全省各
地桥牌协会的骨干和对桥牌运动
比较支持的企业界的桥牌爱好者。

这是这项比赛第二次在宁波

举办。本次比赛的裁判长罗毅告
诉记者，目前浙江省已经成为全
国的桥牌大省和桥牌强省，曾多
次获得全国团体赛冠军。浙江大
学等高校还开设了桥牌课，浙江
大学生桥牌队在全国大学生桥牌
比赛中也夺得过冠军。现在省一
级比赛每年有10到12个。

省桥牌大师分赛在甬举行

图为登山比赛现场。 （胡龙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