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正本海运提单
一式三份，船名航次：
CONTI STOCK-
HOLM/743W,

提 单 号 ： MO-
LU11046928652,声明作
废。
宁波益民酒业有限公司

遗失 园 林 工 程 师

证，编号 0910918，声

明作废。

黄立琼

遗失宁波鄞州农村

商业银行转账支票，号

码 27472185（14000元），

声明作废。

浙江中鄞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遗失由宁波开投明

海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

两张销售不动产统一发

票 第 二 联 ， 发 票 代 码

233021596040，发票号

码 00126121， 金 额

160467， 发 票 代 码

233021596040，发票号

码 00124683， 金 额

10000；由宁波开投明

海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

两张宁波增值税普通发

票 第 二 联 ， 发 票 代 码

3302153350，发票号码

00744282， 金 额

10000， 发 票 代 码

3302154350，发票号码

00453078， 金 额

640000，购房人官科，

声明作废。 官科

遗失孔浦成片危旧

住宅区改造项目 （一号

区块） 私有住宅房屋征

收货币补偿协议和核算

单，协议编号：北区政

房征决20168-0397，声

明作废。

周慧红

遗失开户许可证，

核 准 号 ：

J3320006840202， 开 户

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宁

波 柴 桥 支 行 ， 声 明 作

废。

宁波市北仑区柴桥

中学

遗失工会法人资格

证书正、副本，声明作

废。

宁波市北仑物业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

员会

遗失工会法人法定

代表人证书一本，声明

作废。

宁波市北仑物业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

员会

遗失公章，号码：

3302060123450， 声 明

作废。

宁波市北仑区新碶

军瑞电梯配件经营部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一 份 ， 注 册 号 ：
330212616000991， 声
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下应冠
宇不锈钢材料经营部

遗失 2012 年 7 月 21
日由宁波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核发的个人独资企
业营业执照副本，注册
号 ：330212000307535，
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经源钢
模租赁经营部

遗失地税税务登记
证 正 本 ， 证 号 ：
330227772301778， 声
明作废。宁波市鄞州经
源钢模租赁经营部

遗失国税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纳税人识别
号 ：
330227772301778， 声
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经源钢
模租赁经营部

遗失开户许可证，
核 准 号 ：
J3320019670101， 声 明
作废。

宁波市镇海天佑金
属制品厂（普通合伙）

遗失危险化学品经
营许可证正副本，证书
编号为甬 E 安经（2016）
0023，声明作废。

东华能源 （宁海）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编

号 3302120156034， 声

明作废。

宁波康强微电子技

术有限公司工会委员

会

遗失公章一枚，声

明作废。

宁波海曙欣悦礼品

商行

遗失 门 诊 收 费 发

票 ，号 码 ：3246678294，

声明作废。

李爱珠

遗失残疾证，证号：

33020619280910032723，

声明作废。

谢全香

下列日报下列日报发行部发行部均可受理均可受理
永寿发行站永寿发行站 永寿街永寿街22——88号号 8787279392279392

白杨发行站白杨发行站 白杨街白杨街2828--11号号 8714684487146844

青林湾发行站青林湾发行站 青林湾街青林湾街11号号 8703791087037910

民安发行站 民安路民安发行站 民安路248248号号 8737323587373235

春晓发行站春晓发行站 育兴街育兴街2727号号 8792946587929465

慈城发行站慈城发行站 竺巷东路竺巷东路3333号号 8759147587591475

接待处接待处：：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901901号号 电话电话：：8768219387682193
时间时间：：周一至周五周一至周五 上午上午９９0000——11110000 下午下午14140000——17170000

丽园发行站丽园发行站 薛家南路薛家南路8888弄弄2020号号 8818589388185893
宋诏桥发行站宋诏桥发行站 宋诏桥路宋诏桥路55号号 8784228987842289
高新发行站高新发行站 海棠路海棠路9494号号 8791222987912229
江北发行站江北发行站 生宝路生宝路7070号号 8767600587676005
鄞东发行站鄞东发行站 四明中路四明中路9393号号 8811706188117061
鄞西发行站鄞西发行站 鄞县大道西段鄞县大道西段834834号号 8825479888254798

微信号微信号NBRBXXGCNBRBXXGC

遗失启事

寒假来了，带孩子去哪儿？
本期特别推荐了多个优质的寒假
亲子游路线。往北，可前往冰城
哈尔滨和滑雪圣地亚布力，让孩
子尽享冰雪的快乐；远一点，往
西可去荷法瑞意，来一个欧洲 4
国游；往东南，可就近去菲律宾
巴拉望和越南芽庄，来一场特色
海洋之旅。

哈尔滨+雪乡冰雪之旅

推荐理由：冬天里一定要走
进美丽的冰雪童话世界，魅力冰
城哈尔滨+滑雪圣地亚布力+魅力
雪乡一网打尽。

行程特色：观 摩 及 体 验 冰
壶、专业教练指导滑冰滑雪、观
摩冬泳、欣赏雾凇、玩雪地穿
越、逛“亚洲第一街”、提灯夜游
雪堡观星、学唱二人转、做冰
灯、堆雪人、打雪仗等。

菲律宾巴拉望海岛之旅

推荐理由：很多家长想带孩
子到温暖的东南亚海岛游玩猫

冬，菲律宾巴拉望岛是个不错的
选择。薄荷绿海水、椰子树、海
星、小丑鱼、珊瑚礁、钟乳石
……一个“菲”玩不可的地方，
给你“菲”一般的感觉。

行程特色：直飞巴拉望、班
丹岛踏浪、海星岛找海星、卢莉
岛喂小鱼、面包山享美景、蝴蝶
园探秘境、欣赏巴达克原住民表
演、逛古老大教堂、探险钟乳石
洞、一岛一酒店自由玩耍等。

欧洲荷法瑞意文化之旅

推荐理由：寒假难得的一个
多月假期，特别适合给孩子放眼
世界的机会，设计 10多天缤纷绚
烂的欧洲之旅。

行程特色：阿尔卑斯雪山上
堆雪人、乘坐塞纳河游船、游览
水城威尼斯、意大利古城里 DIY
美味 PIZZA、法国古堡学习西式
贵族礼仪、巴黎卢浮宫里进行

“寻宝大作战”、游览著名度假小
镇琉森、瑞士雪山冰川坐狗拉雪
橇等。

寒假亲子游线路亮点纷呈

2017 年 12 月 21 日，平昌冬奥
会开幕倒计时 50 天。中国奥委会
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在国家体育总
局北京体育馆大厅举行“安利纽崔
莱 2018 平昌冬奥会中国奥运代表
团营养支持计划”启动仪式。中国
冬奥军团在备战平昌冬奥会期间，
纽崔莱将为冰雪健儿们提供定制化
的专业营养支持。

纽崔莱2018平昌冬奥
会中国奥运代表团营养支
持计划

助力赛前冲刺，在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筹办的大背景下，平昌冬
奥会不仅仅成为中国运动队伍练兵
场，同样，对于保障部门也是一次
考验和锻炼。平昌的宝贵经验将成
为中国争取 2022 年冬奥会优异成
绩的重要保障。目前，中国运动员
正在艰苦备战即将到来的平昌冬奥
会，安利纽崔莱作为中国奥委会和
中国体育代表团赞助商，为中国体
育健儿征战奥运会等大型赛事提供
了有效的营养支持，一直是中国体
育代表团的坚强后盾。

自 2000 年正式成为中国体育
代表团官方赞助商以来，安利纽崔
莱凭借自身优质产品和科研实力，
持续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提供营养支
持，并为中国夏季和冬季奥运健儿
备战奥运会提供坚强营养后盾。平
昌冬奥会在即，纽崔莱通过前期深
入各个运动队伍调研，与教练、领
队、队医多次探讨，为冬季冰雪健
儿量身定制了营养支持计划。此次
营养支持计划中，包含能够帮助运
动员迅速恢复体力，增强免疫力，
帮助运动员完成高强度训练的多种
植物蛋白粉、倍立健；能够帮助运
动员缓解紧张的备战压力，提高睡
眠质量的纽崔莱倍益舒片；还为对
体重管理有需求的运动员提供乐纤
体重管理系列产品等有针对性的营
养解决方案。

从今天起，纽崔莱的营养保健

食品将陆续发放到各个运动队和运
动员手中，帮助他们备战冬奥，冲
刺平昌。安利大中华首席市场营运
官余放表示，非常荣幸能够为中国
体育代表团备战平昌冬奥会再尽心
力。作为中国奥运代表团官方赞助
商，18 年来，安利纽崔莱除了为
中国代表团提供产品赞助之外，还
依托自身全球化的强大科研实力和
成熟经验，提前跟随中国奥委会深
入各个运动队中进行调研，为奥运
健儿提供运动营养指导和个性化运
动营养解决方案，为代表团膳食营
养专业人员提供运动营养培训，助
力中国军团屡创辉煌。

据介绍，膳食营养状况是影响
运动员身体素质、训练、竞技状态
的关键因素之一，而奥运会对运动
员的饮食摄入设有极其严格缜密的
标准。安利纽崔莱提供给体育代表
团的每批次产品都需要通过国家体
育总局反兴奋剂中心严格的兴奋剂
及产品品质检测，标志着其产品质
量、安全、功效及稳定性已达更高
标准。

平昌冬奥会备战期间，科学、
有效的训练体系对于运动员而言至
关重要。其中，营养支持计划是科

学训练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安全、
可靠、有效的营养补给和管理对运
动员备战和比赛期间的身体和心理
状态都起着积极的作用。一直以
来，安利纽崔莱作为中国奥委会的
官方合作伙伴始终给予奥委会大力
的支持，使运动员能够安心备战、
安全备战，并以良好的整体状态参
加比赛。

中国体育代表团背后
18年的专业营养支持

世界花样滑冰冠军、中国花样
滑冰运动员隋文静、韩聪出席活动
并分享了奥运备战情况。隋文静
和韩聪表示，“在最后冲刺阶段，
每位运动员都有个性化的训练方
案和营养方案，确保每个人都能
在奥运期间把状态调整到最佳，
感谢纽崔莱这么多年来对中国体育
代表团的支持，与中国运动员的相
依相伴。”

前不久在日本名古屋进行的
2017-2018赛季国际滑联花样滑冰
大奖赛总决赛中，中国头号双人滑
组合、世界冠军隋文静和韩聪以接

近 6分的差距，不敌德国名将萨夫
琴科/马索特，收获银牌。对此，
隋文静、韩聪表示，总决赛夺银并
不遗憾，相反让两人更加清醒。接
下来两人将认真总结经验，狠抠细
节，力争在冬奥会上有更完美的发
挥和最佳战绩。以此回报祖国的培
养和包括纽崔莱在内的社会各界对
中国冰雪健儿的帮助与支持。

据悉，安利纽崔莱是全球营养
保健食品领导品牌，早在2000年4
月，刚刚进入中国两年的纽崔莱即
签约成为 2000 年悉尼奥运会中国
代表团专用营养品；2004 年雅典
奥运会再度续约；此间，纽崔莱还
与伏明霞、田亮、刘翔、中国体操
队等众多奥运冠军合作，邀请他们
成为品牌代言人，并为这些奥运健
儿提供运动营养支持。2012 年伦
敦奥运会积极备战之际，纽崔莱三
度成为中国奥组委及中国体育代表
团的赞助商，并进一步扩大合作领
域，为中国奥运军团提供更加深入
全面的营养支持。2013 年，安利
纽崔莱与中国奥委会再次签约，成
为中国奥委会 2013-2020营养保健
食品赞助商。

关注早餐营养 为中
国健儿助威

自 2000 年签约成为中国奥委
会赞助商，安利纽崔莱不仅将对中
国体育代表团的专业支持做深做
细，同时秉持着运动+营养=健康
的品牌理念，多年来也一直致力于
推广全民健身运动，关注全民健
康。在 2018 平昌冬奥会倒计时 50
天的特殊日子，纽崔莱同时宣布启
动“冠军早餐自然赢”的营养早餐
推广活动。隋文静、韩聪也表示，
早餐对于一天的训练十分重要，希
望能够号召更多人关注早餐健康。
据悉，活动计划在全国 217个城市
开展，参赛者将会以奥运五环的颜
色为创意，用蛋白粉和不同颜色的
果蔬，做出营养均衡的早餐。

安利纽崔莱2018平昌冬奥会

中国奥运代表团营养支持计划启动 上周，首届“中国 （宁波）
绿色家宴餐饮艺术大奖赛”在宁
波罗曼丽舍酒店举办，其间不仅
评选出全国首批家宴餐饮行业的
优秀厨师，而且出炉了中国(宁
波)首批家宴名菜，为市民家庭餐
桌带来了更多惊喜。

最令人惊喜的是余姚传统名
宴“十二围千”也被搬到现场，
而且是由王福林亲自操刀，白切
咸蟹、姚式三鲜、腐皮包黄鱼、
拌香蛏……“这桌家宴囊括了山
珍海味、咸酸甜辣、荤素干稀，
是以前老百姓中最高规格的家
宴，大户人家办喜事时才吃得
到。”王福林不无骄傲地说。

据宁波市家宴餐饮行业协会
会长陈雷介绍，“家宴”有两层含
义。其一，是家人相聚的宴饮，
强调参与者主要是家庭成员；其
二，是指私人所设的宴席，强调
场地在家中，或者宴席主理人是

主人或主人单独聘请的厨师团
队。第一个层面含义比较广，可
以涵盖第二种，同时也是一种典
型的餐饮服务种类。而说到宁波
家宴餐饮的独到之处，中国烹饪
大师、中国饭店餐饮业国家级评
委王福林表示，相比其他城市，
山海资源丰富的宁波，家宴菜品
的丰富程度更高，山珍海味、江
河湖鲜均可就地取材。

据悉，宁波家宴餐饮市场是
块“大蛋糕”，“预计宁波一年有
100 多亿元的市场需求，而我市
的相关从业人员也陆续增至 2 万
人左右，其中大部分是厨师和餐
饮公司经营者。”陈雷说，在宁
波，一家家宴餐饮公司一年接单
四五千席非常普遍，“五六千席、
七八千席的也很多，还有一些比
如慈溪的‘利庆家宴’每年的接
单量都在上万席。”

(小高）

余姚“十二围千”亮相首届家宴节

世界冠军隋文静、韩聪与主持人沙桐（左）、纽崔莱营养师李冬艳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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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市城市建设档案馆迁建工程已由宁波市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15]59号批准建设，招标人
为宁波市市政工程前期办公室，招标代理人为宁波国际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市财政资金。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
现对该项目的智能化工程施工进行资格预审。

2.项目概况及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位于东部新城核心区，北至百丈路，东至福庆

路，南邻在建的邱隘安置房项目，西侧为杨木碶河。
规模：本工程总用地面积 6567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23700

平方米，其中地上十一层建筑面积 17480 平方米，地下二层建
筑面积6220平方米。

项目总投资：概算21639万元。
招标控制价：2619.3982万元。
计划工期：工期 165 日历天，开工时间以批准的开工报告

为准，必须与装修工程同步，同时满足总承包进度要求。
招标范围：包括弱电工程中所有项目（包括综合布线系统、

计算机网络系统、视频监控系统、入侵报警系统、停车场管理系
统、门禁一卡通控制系统、电子巡更系统、信息发布系统、排队
叫号系统、楼宇自控系统、智能照明系统、会议系统、公共广播
系统、无线对讲系统、有线电视系统、安保消控室机房、数据中
心机房、档案密集架、智能馆库系统、网络安全及服务器、存储
系统、演播室系统、五方通话系统）的设计深化施工、材料设备
采购、各系统设备安装调试、各系统设备检测、验收及相应的技
术培训和质量保修等。

标段划分：1个。
质量要求：按国家施工验收规范一次性验收合格，并能通

过第三方技术检测机构的测试（如安防系统通过宁波市公安局
技防办验收合格），配合总承包确保钱江杯。

安全要求：合格，并配合总承包达到省安全文明标化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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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具备以下资质①电子与

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②安防管理部门（或安防行业
协会）颁发的《安全技术防范行业资信》壹级资信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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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须为 C级及以上（以资格
预审评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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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须在系统中录入信息的，其相关内容已经系
统审核通过，且在有效期内；

3.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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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拟派项目经理资格要求：
3.2.1 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注册建造师（含年龄在 60 周岁

以下的临时建造师）壹级，并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书（B 证）资格，注册专业为机电工程，注册单位与投标申请人
一致；

3.2.2 拟派项目经理须在系统中录入信息的，其相关内容
已经系统审核通过，且在有效期内；

3.2.3拟派项目经理无在建项目；拟派项目经理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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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其他必要合格条件要求：详见第三章“资格审查办法”前
附表第2.2条款规定；

3.4 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申请；联合体牵头人须为具有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的单位，项目负责人由牵头
人委派。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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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不得为失信被
执行人且经检察院查询近 3年（2014年 7月 1日至今）无行贿犯罪
记录。申请人应按招标文件专用条款规定的格式提供承诺书。产
生预中标人候选人后，招标代理人将在公示前对预中标候选人及
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或项目负责人）的信息进行查询，
若存在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或行贿犯罪档案记录的，招标人将取消
预中标候选人资格并重新组织招标（失信信息查询以“信用中国”
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为准，行贿犯罪记录查询以提交
检察院查询的信息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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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申请人数量要求入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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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1 日至 2017 年 12

月29日16时（以下载成功时间为准，北京时间，下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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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为联合体申请的，联合体所有成员均需办理《宁波市公共
资源交易证》，并由联合体牵头人购买招标文件，同时在系统内登

记联合体所有成员完整的单位名称。
5.2资格预审文件下载费用300元，售后不退。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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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下载，不另行提供纸质版补充文件，如有遗漏，责任自负。
5.4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招标文件，有意参加投标的交易单

位在网上下载资格预审文件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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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d-
d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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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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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机构联系。
6.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递交
6.1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申请截止时间，下同)

为 2018年 1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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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时间：2017年12月21日至2017年12月29日
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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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宁波网（www.cnnb.com.cn）
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市政工程前期办公室
招标代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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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徐丹丹 电话：0574-55717411 传真：0574-8719354

宁波市城市建设档案馆迁建项目智能化工程施工资格预审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