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G228宁海西店至桃源段公路工程已由宁波市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16】708 号批准建设，项目
业主为 G228 西店至桃源段公路工程建设指挥部，建设资金为
PPP融资，招标人为 G228西店至桃源段公路工程建设指挥部，
招标代理为杭州广厦建筑咨询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
件，现对该项目的交（竣）工质量评定检测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 目 概 况 ：本 项 目 位 于 宁 海 与 奉 化 交 界 处 ，全 长

21.5km，其中主线长 19.7km，支线长 1.8km。采用《公路工程技
术标准》（JTGB01-2003）一级公路标准，设计时速 80km/h，全
线共新建桥梁约 5690.4米/9座，其中特大桥 1956米/1座，大桥
约3549米/5座，中小桥约185.4米/3座，涵洞23道，全线新建隧
道约3872米/2座，分别为西店湾海底隧道和白墙山隧道。

2.2招标范围：G228宁海西店至桃源段公路工程交（竣）工
质量评定检测，包括全线路基、路面、桥梁、隧道、交通安全设
施、绿化、房建、机电等工程质量实体检测、外观检查等内容。

2.3 服务期限：合同签订至所有试验检测报告提交并通过
竣工质量评定止，计划服务期72个月。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的特定条件：

（1）投标人为持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有效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或者合法有效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的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的试验检测机构。

（2）具备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公路工程试验检测综合
甲级资质，并列入浙江省交通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检测机构名

录。
（3）具有省级及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计量认证证

书（CMA）且认证参数中包含拟承担的本次实体检测项目（除
机电工程外）。

（4）截止开标日之前投标人须在宁波市交通建设市场信用
信息管理系统完成基础信用信息录入并经审核通过，且在宁波
市交通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最新公布的信用评价等级
在B级及以上（具体按照关于印发宁波市交通建设市场信用信
息管理办法（试行）和宁波市交通建设市场信用评价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甬交建【2014】313号）执行）。
（5）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

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
存在控股（含法定代表人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
时参加同一项目投标，否则均按否决投标处理。

3.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 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不得为失信

被执行人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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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中标候选人后，招标代理人将对中
标候选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的相关信息进行查
询。若存在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或行贿犯罪档案记录的，将取消
中标候选人资格并重新招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7年 12月 27日至 2018年 1

月15日16时00分（以下载成功时间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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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文件每套售价300元，售后不退。
4.3 招标文件如有澄清和修改，将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网站发布，不另行提供纸质版补充文件。投标申请人须自
行下载相关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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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招标文件网上下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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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在网上下载招标文件的单位，其投标文件不予受理。
5.投标保证金
5.1金额：不少于人民币壹拾捌万元整，可采用
形式①：银行电汇或银行汇票直接缴入以下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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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7571296446
投标保证金到账截止日期：2018 年 1 月 15 日 16 时 00 分前

（北京时间，以资金到账时间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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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保函应由投标人开立的基本账户的银

行出具，银行保函需采用招标文件专用条款提供的格式。
备注：1.以上投标保证金缴纳形式投标人可任选其一；2.投标保

证金采用银行电汇或转账支票形式的必须从投标人基本账户中汇
出，投标保证金银行支付回单、投标人的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复印
件必须编入投标文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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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提交给招标人（招标代理人）。联系电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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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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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时间：2017年12月27日至2018年1月15日。
7.2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日报、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网站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代理：杭州广厦建筑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许丹、彭秀雅
电话：0574-87939871

G228宁海西店至桃源段公路工程交（竣）工质量评定检测招标公告

公 示
甬余线江北段改建工程交安设施项目已于 2017 年 6 月

16 日通过交工验收，业主将于近期返还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民工工资已结算并发放完毕，如有异议请在公示公布后30天
内到项目部进行核算。

特此公告
联系人：江先生 联系电话：0574-86829368

甬余线江北段改建工程交安设施项目经理部
2017年12月28日

宁波市国家税务局
关于调整宁波梅山保税港区
纳税人税收管辖权的公告

为加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税收管理，优化纳
税服务，宁波市国家税务局决定，自2018年1月
1日起，注册登记地为宁波市北仑区梅山街道和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纳税人的主管国税机关由目前
的宁波北仑区国家税务局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
国家税务局） 调整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国家税务
局。

特此公告。
宁波市国家税务局
2017年12月28日

人类与螨虫的斗争可谓旷日持
久，虽然 1只螨虫看似微不足道，但
要知道，人的 1g 皮屑就能够养活
100万只螨虫，1g衣服上的灰尘，就
可能藏有 10000 只尘螨。长期与螨
虫打交道，很容易诱发过敏性皮炎、
哮喘与过敏性鼻炎、肠螨病与肺螨
病等。

过去人们普遍采用水洗、暴晒
等办法对付螨虫，但往往事倍功半。
作为新一代的健康洗衣专家，松下
罗密欧系列洗干一体机创新 Care+
健康净护系统，一举实现除螨、除异
味、除菌以及筒洗净效果。其原理是
通过烘干中的温风将螨虫杀死，再

通过洗涤过程将螨虫过敏原去除。
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深恶痛绝的香烟
味、油烟味等，也能发挥纳米水离子
技术的净化功效，达到清新室内空
气的目的。

Care+健康净护系统的双重除
菌也效果显著。Ag+光动银除菌技
术可进行常温除菌，具有不伤衣物
不褪色的特点；高温除菌则适用于
需要保持高度清洁的幼儿衣物、寝
具等棉质衣物。实验证明，两种除菌
方式对于大肠埃希氏菌和金黄色葡
萄球菌的除菌效果明显。搭配筒洗
净程序，更进一步确保洗衣机内筒
干燥洁净，防止霉菌滋生，拒绝重复

污染。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健康的身

体更是一切幸福生活的基础。松下
罗密欧系列洗干一体机，让洁净从
根源出发，深度去除螨虫、细菌、异
味，只留美丽与健康。

松下洗衣机Care+健康净护系统：守护全家健康的洗衣黑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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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记者 胡浩 赵琬微

殴打、往身上浇开水、在网上
传播个人隐私……近年来，中小学
生欺凌事件时有发生，行为手段层
出不穷。为防治学生欺凌行为，教
育、公安、民政、妇联等 11 部门
一齐向学生欺凌行为“亮剑”，共
同印发了《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
治理方案》。而这是否真的能让我
们的孩子免于欺凌的恐惧？

如何预防？
明确“欺凌”
界定完善监控系统

学生欺凌，在全世界范围内都
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今年发布的
报告显示，全世界每年有将近2.46
亿儿童和青少年因体貌特征、性别
与性取向、种族与文化差异等遭受
欺凌。而在我国，全国检察机关
2016 年共受理提请批准逮捕的校
园涉嫌欺凌和暴力犯罪案件 1988
人，经审查批准逮捕 1180 人，受
理移送审查起诉 3911 人，经审查
起诉2449人。

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安全教育
与管理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李雯认
为，当前应对学生欺凌的实践中有
两个主要困扰，一是对学生欺凌的
认识不清、认识混乱，二是解决学
生欺凌实际问题的措施不力、实效
不强。而很多时候，措施不力、实
效不强往往是因为认识不清和认识
混乱导致。

防治欺凌，首先要明确什么是

学生欺凌。
教育部教育督导局局长、国务

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何秀
超介绍，在 11 部门联合印发的方
案中，首次对学生欺凌作出明确界
定，指出中小学生欺凌是发生在校
园内外、学生之间，一方单次或多
次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
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另
一方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
害等的事件。

李雯认为，这样的界定明确了
三个要点：一是明确了学生欺凌的
范围，是发生在校园内外、学生之
间事件；二是明确了学生欺凌的构
成要素，包括发生的单次或者多
次、主观上的故意、表现的多种形
式、损害的多个方面等四个要素；
三是强调学生欺凌与学生之间打闹
嬉戏的区别。

为防患于未然，方案要求，学
校每学期开学时集中开展教育、在
道德与法治等课程中专门设置教学
模块等方式，定期对中小学生进行
欺凌防治专题教育，组织开展家长
培训，引导广大家长增强法治意
识，落实监护责任。

何秀超说，方案还提出加快推
进校园视频监控系统、紧急报警装
置等建设，学校根据实际成立学生
欺凌治理委员会。此外，要定期开
展排查，针对全体学生开展防治学
生欺凌专项调查，及时查找发生欺
凌事件的苗头迹象或已经发生、正
在发生的欺凌事件。

“防治学生欺凌教育是学校道
德法制教育的短板之一。”中国教
育学会副会长陶西平说，“学生是
国家的未来，当他们进入社会的时

候，应当具有道德和法制的鲜明底
线和明亮开朗的心理底色。但是，
学生欺凌现象的发展，会使部分欺
凌者心理扭曲，进入社会后依然故
我，甚至变本加厉，发展成为社会
的违法犯罪者，成为社会安定的破
坏者。因此，如不及时正本清源，
会后患无穷。”

国家督学、山东省教育厅巡视
员张志勇建议，学校教育要全面加
强心理健康教育。要针对欺凌者与
被欺凌者的心理特点、人格特征，
加强心理辅导，构建一种自由、平
等的学校教育氛围，帮助学生建立
对学校和集体的认同感。

如何处置？
畅通申诉渠道
细化惩戒等级

一旦欺凌事件发生，如何处置，
谁来处置？何秀超介绍，学生欺凌事
件的处置以学校为主。学校发现学
生欺凌事件线索后，应当按照学生
欺凌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和处理流
程对事件及时进行调查处理，由学
校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对事件是
否属于学生欺凌行为进行认定。如
有申诉请求，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可
组成调查小组启动复查。如有涉法
涉诉案件则纳入相应法律程序办
理。

针对学生欺凌的不同情形，方
案明确了不同的惩戒措施：情节轻
微的一般欺凌事件，由学校对实施
欺凌学生开展批评、教育；情节比
较恶劣、对被欺凌学生身体和心理
造成明显伤害的严重欺凌事件，可
请公安机关参与警示教育或对实施

欺凌学生予以训诫；屡教不改或者
情节恶劣的严重欺凌事件，必要时
可将实施欺凌学生转送专门 （工
读） 学校进行教育；涉及违反治安
管理或者涉嫌犯罪的学生欺凌事
件，处置以公安机关、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为主。

“这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原则。”
张志勇认为，学生欺凌的加害者和
受害者都是中小学生，加害者本人
也需要关爱保护。这就决定了对学
生欺凌的防范，特别是对加害者的
处理，不能简单地“一罚了之”，
必须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坚
持教育与惩罚相结合的原则，以教
育为主、惩罚为辅。

张志勇说，坚持教育为主，就
是要充分发挥学校教育机构教育
人、挽救人的积极作用，对情节轻
微的一般欺凌事件，由学校开展心
理辅导和批评教育；坚持惩罚为辅
的原则，就是要秉承“宽容而不纵
容”的思想，对情节恶劣的学生欺
凌事件，区别不同情况，坚决进行
依法处置，决不姑息迁就。

受访专家提出，方案的实施为
中小学生欺凌问题的综合治理开出

“药方”，但是否取得成效，还要看
能否具体落实到位。

“学生欺凌现象存在时间长，
原因复杂，治理难度大，彻底消除
学生欺凌路还很长。”中国教育科
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提出，要清
醒认识到，确保将中小学生欺凌防
治工作落到实处，把校园建设成最
安全、最阳光的地方，仅凭一纸文
件是做不到的，还需要政府、家
庭、社会、学校等各方面长期、艰
难、细致的工作和共同努力。

学生欺凌有了明确定义：语言欺凌网络欺凌都算欺凌

11部门同“亮剑” 能否让孩子免于欺凌恐惧

新华社特稿 日本防卫省多名
高级官员披露，防卫省正在讨论将
现有最大级别直升机驱逐舰“出
云”号改造成航空母舰，以便搭载
最新型战机 F－35B。改造后，“出
云”号将成为自卫队的首艘航母。

《读卖新闻》 26 日报道，防卫
省正考虑对“出云”号驱逐舰的甲
板进行耐热处理，以便日后搭载可
短距离起飞垂直降落的 F－35B 战
机。“出云”号驱逐舰2015年服役，标
准排水量 1.95万吨，全长 248米，宽
38米，吃水深度 7.1米，最大航速 30
节，乘员520名。它最多可搭载14架
直升机，可同时起降 5架。改造为航
母后，可搭载10架F－35B战机。

日本宪法禁止自卫队拥有攻击

型航母。为避免与“专守防卫”政策
以及历届政府主张相抵触，防卫省
考虑将升级后的驱逐舰定义为“防
御型航母”，以开展离岛防卫的名目
推进。《朝日新闻》说，防卫省会参考
首相官邸的意向，争取在明年夏天
拿出结论。

日 本 政 府 消 息 人 士 24 日 披
露，防卫省有意引进 F－35B 战
机，政府已开始讨论具体事宜。

《朝日新闻》 说，从“出云”
号服役起，航空自卫队就考虑在

“出云”号上搭载F－35B战机，但迫
于“专守防卫”政策以及担心引发周
边国家反对一直没有落实。《朝日新
闻》认为，改造“出云”号将标志着日
本防卫政策出现重大转变。

日本考虑将“出云”号驱逐舰
升级为“航母”

新华社石家庄12月27日电
（记者秦婧 樊曦） 记者 27日从
中国铁路总公司获悉，石家庄至
济 南 高 速 铁 路 于 28 日 开 通 运
营，标志着我国“四纵四横”高
速铁路网中的“四横”收官，石
家庄至济南的列车运行时间由原
来的 3小时 47分缩短至最快 2小
时9分。

石家庄至济南高速铁路自石
家庄站引出，向东经河北省衡水
市、沧州市，山东省德州市，抵
达济南市，全长 298公里。设石

家庄、石家庄东、藁城南、辛集
南、衡水北、景州、德州东、平原
东 、 禹 城 东 、 济 南 西 等 10 个 车
站，运营时速250公里。

石 家 庄 至 济 南 高 速 铁 路 于
2014 年 4 月开工建设，2017 年 9月
开始联调联试。开通初期，将安排
开行动车组列车 9对。石济高铁通
车运营后，不仅结束了河北、山东
两个相临省会城市没有高铁直通的
历史，而且将连接起京广、京沪高
速铁路，使我国的高速铁路网进一
步完善。

石济高速铁路开通运营
中国高铁网“四横”收官

新华社杭州 12 月 27 日电
（记者岳德亮）《浙江省工伤保险
条例》经浙江省十二届人大常委
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该 《条
例》扩大了工伤保险覆盖面，明
确将疗休养等多种情形纳入认定
范围。

浙江省人力社保厅相关负责
人表示，《条例》 将参保范围从
国家规定的企业、事业单位、社
会团体、民间非营利组织、有雇
工的个体工商户等，扩大到了国

家机关和参公管理事业单位，使工
伤保险制度覆盖包括公务员在内的
所有职工。

而且，经浙江省社会保险行政
部门批准，市、县可以试行职业技
工等学校实习生在实习期间和已超
过法定退休年龄人员在继续就业期
间参加工伤保险。

《条例》 指出，突发疾病、生
活生理需要、参加学习文体活动、
参加疗休养等四种情形视为“工作
原因”，所受的伤害纳入工伤认定
范围。

浙江扩大工伤保险覆盖面

疗休养纳入认定范围

12 月 27 日，在韩国首尔，人们参加集会，悼念过去一年中去世的
“慰安妇”。韩国外交部审议《韩日慰安妇协议》工作组 27日表示，朴槿
惠政府 2015年与日方“突袭”签署的《韩日慰安妇协议》,未充分听取受
害者意见，存在未公开内容。 （新华社/法新）

韩外交部说
《韩日慰安妇协议》存在未公开内容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7 日电
（记者刘铮）中国人民银行 27 日
发布条码（条形码、二维码等）支
付规范，坚持小额、便民定位，对
条码支付风险防范能力进行分
级，设置了不同的日累计交易限
额。

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条码
支付在小额、便民支付领域显现
出门槛低、使用便捷的优势，同时
业务开展中也存在扰乱公平竞争
秩序、风险防范不到位等问题。秉
承有效平衡鼓励创新与防范风险
原则，研究制定了相应规范。

由于静态条码（如事先贴在
墙上的二维码）易被篡改或变造，
易携带木马或病毒，央行规定，使
用静态条码进行支付的，风险防
范能力为 D 级，无论使用何种交
易验证方式，同一客户银行或支
付机构单日累计交易金额应不超
过 500元。例如，消费者在使用微
信钱包扫描静态条码支付时，单
日使用零钱包支付的上限不超过

500 元，同时微信关联的所有银行
卡还可以再独立获得 500元的支付
上限。

对于使用动态条码（如手机上
实时生成的条码）进行支付的，风险
防范能力根据交易验证方式不同分
为A、B、C三级，同一客户单日累计
交易限额分别为自主约定、5000
元、1000元。

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鼓励采用
更为安全的动态条码提供支付服务。
依据主要市场机构条码支付交易数
据，上述额度已覆盖绝大部分使用条
码支付付款客户及商户需求。

条码支付规范自 2018 年 4 月 1
日起实施。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
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举例说，
新要求实施后，消费者在街头商贩
扫静态条码小额支付不受影响，也
不影响商贩收款。如果在饭店里吃
了顿 600 元大餐，扫静态条码付款
就有点困难了，不过可以让收银员
扫消费者手机上生成的动态条码，
这样其实更安全。

央行发布条码支付规范
分级设置日累计交易限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