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通途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拟建设西洪大桥及接线
工程 （环镇北路-北环快速路），现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第二轮公示，公示详细内容请见宁波城建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http://www.nbuci.com） 及浙江仁欣环科院有限
责任公司 （http://www.rxhky.com）。

宁波通途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西洪大桥及接线工程（环镇北路-北环快速路）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轮公示

资格预审公告
１.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福明路（长寿路—兴宁路）工程二期项目高架桥

美化工程施工已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
〔2008〕24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宁波市市政工程前期办公室，
建设资金来自市城建资金，项目出资比例为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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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鄞州区。
规模：主线高架道路及匝道长度共约8.5㎞。
招标控制价：约2537万元，具体金额详见工程量清单编制说

明。
计划工期：120日历天
招标范围：绿化、涂装及其附属工程的施工。
标段划分：1个。
质量要求：国家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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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执照中

经营范围必须包含园林绿化，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
相应的施工能力；

3.1.2申请人的业绩要求：2015年 1月 1日以来，完成过单项
合同金额达到招标控制价60%及以上的园林景观绿化工程施工，
完成时间以质量监督报告出具的时间或竣工验收备案表（或工
程质量竣工验收记录）中的竣工时间为准，施工业绩根据以下资
料确认：①中标通知书（法定招标项目提供。如为非法定招标项
目，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②施工合同（如合同未备案，且宁波
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系统中未能查到备案情况的，应提供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或项目招投标监管机构出具的证明）、③竣工验收

资料、④可查询该业绩情况的行政主管部门有效联系方式或公
示网址共四项资料确认，缺少其中任何一项的，该业绩不予认
可。（如上述资料不能体现项目实际造价或规模的，还需提供审
计报告等证明资料，最终以资格审查委员会讨论决定为准）。

3.1.3投标申请人如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
登记信息的，其相关内容已经该系统审核通过；

3.1.4投标申请人如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
具有施工信用等级的须为 C 级及以上（以资格预审之日所在季
度的企业信用评价等级为准）；

3.1.5 投标申请人无不良行为记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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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注册地在浙江省行政区域以外的投标申请人已通
过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备案登记。

3.1.7投标申请人如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
登记信息的，人工工资担保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
系统里显示：

（1）已在宁波市行政区域内审核通过（适用于企业注册地在
宁波大市范围内的申请人）；

（2）已在宁波市海曙、江北、鄞州任一区审核通过（适用于企
业注册地在宁波大市范围外的申请人）。

3.2申请人拟派项目经理资格要求：
3.2.1拟派项目经理资格须具备园林绿化类专业工程师及以

上职称；或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一级注册建造师（含临时建造师，临
时建造师年龄需在60周岁以下），有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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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记信息的，其相关内容已经该系统审核通过；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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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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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提供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
相关机构确认的证明资料。

3.3 投标申请人、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不得为失信被
执行人且经检察院查询至投标截止时间无行贿犯罪记录。产生
中标候选人后，招标代理人将在公示前对中标候选人及其法定
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进行查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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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重新组织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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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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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申请。
3.6本项目采用的资格预审方法为有限数量制；
3.7潜在投标人数量要求11家。
４.资格预审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8 年 1 月 8 日到 2018 年 1 月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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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资格预审文件。

4.2 资格预审文件下载费用 300 元（其中电子交易平台使用
费100元），售后不退。

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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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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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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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递交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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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月 19日 09时 30分，地点为市行政服务中心 4楼
（宁穿路1901号，具体会议室详见当天电子指示屏）

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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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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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dding.gov.cn）
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市政工程前期办公室
联系人：陈能辉
招标代理机构：宁波德威工程造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高新区星海南路100号华商大厦6楼
联系人：王皓、俞蒙蒙
电话：0574-87684881、13736140496
传真：0574-87686776

福明路（长寿路—兴宁路）工程二期项目高架桥美化工程施工

１.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环城南路西延 （薛家南路—机场路） 一期工程

桥面美化综合整治工程施工已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
发改审批 ﹝2016﹞ 548 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宁波市市政工
程前期办公室，建设资金来自按照属地和共享共建原则，由
市、区两级统筹解决，项目出资比例为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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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海曙区。
规模：主线高架道路及匝道长度共约7.5㎞。
招标控制价：约2042万元，具体金额详见工程量清单编制

说明。
计划工期：120日历天
招标范围：绿化、涂装及其附属工程的施工。
标段划分：1个。
质量要求：国家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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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执照中

经营范围必须包含园林绿化，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
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1.2申请人的业绩要求：2015 年 1月 1日以来，完成过单
项合同金额达到招标控制价 60%及以上的园林景观绿化工程施
工，完成时间以质量监督报告出具的时间或竣工验收备案表

（或工程质量竣工验收记录） 中的竣工时间为准，施工业绩根
据以下资料确认：①中标通知书 （法定招标项目提供。如为非
法定招标项目，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②施工合同 （如合同

未备案，且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系统中未能查到备案情况
的，应提供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项目招投标监管机构出具的证
明）、③竣工验收资料、④可查询该业绩情况的行政主管部门
有效联系方式或公示网址共四项资料确认，缺少其中任何一项
的，该业绩不予认可。（如上述资料不能体现项目实际造价或
规模的，还需提供审计报告等证明资料，最终以资格审查委员
会讨论决定为准）。

3.1.3投标申请人如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
登记信息的，其相关内容已经该系统审核通过；

3.1.4投标申请人如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
具有施工信用等级的须为C级及以上 （以资格预审之日所在季
度的企业信用评价等级为准）；

3.1.5投标申请人无不良行为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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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注册地在浙江省行政区域以外的投标申请人已通
过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备案登记。

3.1.7投标申请人如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
登记信息的，人工工资担保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
系统里显示：

（1） 已在宁波市行政区域内审核通过 （适用于企业注册地
在宁波大市范围内的申请人）；

（2） 已在宁波市海曙、江北、鄞州任一区审核通过 （适用
于企业注册地在宁波大市范围外的申请人）。

3.2申请人拟派项目经理资格要求：
3.2.1拟派项目经理资格须具备园林绿化类专业工程师及以

上职称；或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一级注册建造师 （含临时建造
师，临时建造师年龄需在 60周岁以下），有安全生产考核合格

证 （B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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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记信息的，其相关内容已经该系统审核通过；
3.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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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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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提供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
委托相关机构确认的证明资料。

3.3 投标申请人、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不得为失信被
执行人且经检察院查询至投标截止时间无行贿犯罪记录。产生
中标候选人后，招标代理人将在公示前对中标候选人及其法定
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进行查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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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重新组织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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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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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申请。
3.6本项目采用的资格预审方法为有限数量制；
3.7潜在投标人数量要求11家；
４.资格预审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8年 1月 8日到 2018年 1月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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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载资格预审文件。

4.2招标 （资格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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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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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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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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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递交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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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月19日10时00分，地点为市行政服务中心
4楼 （宁穿路1901号，具体会议室详见当天电子指示屏）。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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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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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dding.gov.
cn） 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市政工程前期办公室
联系人：陈能辉
招标代理机构：宁波德威工程造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高新区星海南路100号华商大厦6楼
联系人：王皓、俞蒙蒙
电话：87684881、13736140496
传真：87686776

环城南路西延（薛家南路—机场路）一期工程桥面美化综合整治工程施工资格预审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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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记
者陈聪） 2017 年入冬以来，我
国流感活动水平上升较快，很多
人感觉今冬流感“来势汹汹”。
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副局
长焦雅辉 9日就此回应说，今冬
流行的优势毒株已有多年未成为
优势毒株，导致人群缺乏免疫屏
障，易感人群增多，这是造成今
冬疫情高发的原因之一。

中国国家流感中心最新数据
显 示 ， 2017 年 第 52 周 ， 我 国
南、北方省份流感活动均处于冬
季流行高峰水平，且仍呈现上升
趋势。目前检测到的主要流感病
毒为乙型Yamagata系病毒。

焦雅辉在当天举行的国家卫
计委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冬流行
的流感病毒未发现影响流感病毒
传播力、疾病严重性和耐药性的
变异。现有的神经氨酸酶抑制
剂，比如奥司他韦 （达菲） 等抗
病毒药依然是有效的。

据了解，国家卫计委已组织专
家制定了 《流行性感冒诊疗方案

（2018 版）》，要求对老年人、儿
童、孕妇、有基础性疾病的重点人
群要及时治疗和使用抗病毒药物，
对重症患者要集中收治到具备条件
的医院，派驻省级专家到医院加强
指导。

虽然流感病毒“来势汹汹”，
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有关专
家指出，总体上，近期全国的流
感病毒活动仍处在较高水平，但
各地区流行水平和高峰时间会有
所差异，预计多数地区随着学校
和托幼机构放寒假，季节性高峰
将出现回落。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记者
张淼） 目前北半球许多温带国家进
入季节性流感高发季，世界卫生组
织“全球流感规划”主任张文庆 8
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书面采访时指
出，基于流行毒株和疫苗推荐分
析，北半球此次流感季可能形势严

峻。
世卫正通过其“全球流感监测

和应对系统”，密切监测全球的流
感形势，这包括监测季节性流感、
人畜共患型流感和罕见的流感大流
行。

张文庆说，当前美国境内甲型
H3N2流感病毒流行占主导；中国
则是乙型流感病毒的 Yamagata 系
毒株占流行优势，甲型H1N1和甲
型H3N2流感病毒共同流行。

“疫苗接种是降低流感发病率
和死亡率的最主要干预手段，”张
文庆说，“流感疫苗在过去几十年
中验证了技术成熟和安全性，并获
得各国医药监管机构的许可。为寻
求防护，民众首先应该接种流感疫
苗。”

每年，世卫都基于对下一个季
节流感病毒流行株的预测结果提供
全球流感疫苗株的推荐意见，各国
疫苗企业根据预测结果生产当年的
流感疫苗。

根 据 世 卫 发 布 的 2017 年 至
2018 年北半球流感季疫苗构成推
荐意见，本流感季三价流感疫苗应
涵盖两种甲型 （H1N1 和 H3N2）
和乙型流感病毒的一个谱系。目
前，中国使用世卫推荐的三价流感
疫苗。

张文庆说，本季三价流感疫苗
含有的乙型流感毒株成分，并非是
中国占流行优势的 Yamagata 系毒
株。但即使流感疫苗与流行株并不
紧密契合，流感疫苗仍可以对不同
但相关的流感病毒感染者提供保
护，预防与流感相关的疾病。

对普通民众而言，张文庆建
议，勤洗手并用正确的方法擦干；
咳嗽或打喷嚏时遮盖口鼻；发觉不
适、高烧与其他流感症状时及早自
我隔离；避免与病人紧密接触等。
此外，对已出现严重症状或持续出
现与流感感染相关的症状如肺炎、
败血症时，应该寻求医疗咨询，尽
早接受治疗。

今冬流感为何“来势汹汹”？
国家卫计委：今冬流行的优势毒株有变化
世卫官员：北半球流感季可能形势严峻

据新华社太原 1 月 9 日电
（李国利 赵金龙） 1 月 9 日 11
时 24 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
中心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将
高景一号 03、04 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中国航
天 2018 年首次发射任务取得圆
满成功。

高景一号 03、04 星具有 0.5
米级高分辨率，可实现连续条带
成像、多条带拼接成像、立体成
像、多目标成像，具有宽覆盖、
多目标、多模式、快应用等特
点。

这次任务是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自主发展的商业遥感
卫星星座的第二次发射，目的是
探索实现我国高分辨率遥感卫星
商业化运营。

高景商业遥感卫星系统首批
4 颗 0.5 米高分辨率光学遥感卫
星完成组网，标志着我国首个
0.5 米级高分辨率商业遥感卫星
星座正式建成。

高景一号 03、04 星和长征
二号丁运载火箭，分别由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的中国
空间技术研究院和上海航天技术
研究院研制。

高景一号03和04星成功发射
中国航天发射2018年迎来“开门红”

据新华社杭州 1 月 9 日电
（陈晓波 顾小立） 记者 9 日从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厅获
悉，浙江在杭州余杭上线运行在
线鉴定系统平台，平均鉴定期限
从 3 个月以上缩短为 25 天以内，
操作、数据全程留痕也遏制了

“鉴定黄牛”的生存空间。
近年来，浙江民商事纠纷多

发，而随着民事活动日益复杂，需

对外委托司法鉴定的案件量逐年增
长。但实践中，民事案件司法鉴定工
作存在着周期长、手续繁、重复多及
黄牛滋生、公信力不高等问题，影响
了当事人的司法“获得感”。

为破解这一难题，2017年10月，
浙江高院批复确定余杭法院为全省
民事案件在线鉴定改革试点法院。

据介绍，余杭法院试点经验成熟
后，浙江高院将逐步实现全省推广。

浙江试点在线司法鉴定
倒逼“鉴定黄牛”下线

据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记
者申铖 刘红霞） 记者 9日从海关
总署了解到，中国海关正在牵头制
定 《跨境电商标准框架》，这将成
为世界海关跨境电商监管与服务的
首个指导性文件。

为了更好地推动跨境电商的

监管与服务，海关总署国际司司
长赵儒霞表示，中国海关正在积
极推动制定世界海关跨境电商国
际规则，牵头制定 《跨境电商标
准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世
界海关组织跨境电商监管基本原
则。

我国将推动制定世界海关
跨境电商国际规则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经李
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

《关于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
有关行政法规、国务院文件和经国
务院批准的部门规章规定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自印发之日
起施行。

《决定》 明确，为保障自由贸
易试验区有关改革开放措施依法顺
利实施，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
整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
例》 等 11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办
公厅转发国家计委关于城市轨道交
通设备国产化实施意见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城市快速
轨道交通建设管理的通知》 2件国
务院文件以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
目录 （2017 年修订）》、《外商投
资民用航空业规定》 2件经国务院
批准的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

《决定》 要求，国务院有关部
门和上海市、广东省、天津市、福
建省、辽宁省、浙江省、河南省、
湖北省、重庆市、四川省、陕西省

人民政府要根据有关行政法规、国
务院文件和经国务院批准的部门规
章的调整情况，及时对本部门、本
省市制定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作相
应调整，建立与试点要求相适应的
管理制度。

此前，国务院于2017年3月批
准印发辽宁、浙江、河南、湖北、
重庆、四川、陕西 7个自由贸易试
验区总体方案以及全面深化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
明确了上述自由贸易试验区实行
的相关改革开放措施。2017 年 6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自由贸
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
措施》，明确了对自由贸易试验区
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之外
领域的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变
更以及合同章程实施备案管理，
同时，在采矿业、制造业、交通
运输业、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
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教育、文
化、体育和娱乐业等领域进一步深
化改革和扩大开放。

国务院印发《关于在自由贸易试验区
暂时调整有关行政法规、国务院文件和经
国务院批准的部门规章规定的决定》

要求建立与试点要求
相适应的管理制度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日前，
经党中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
军事委员会委员房峰辉（中共中央军

事委员会原委员、中央军委联合参谋
部原参谋长）因涉嫌行贿、受贿犯罪，
被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处理。

因涉嫌行贿、受贿犯罪

房峰辉被移送军事检察机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