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赔诚信快速
服务温暖人心

从 1995 年到 2017 年 12 月底，
太平洋寿险宁波分公司累计承保金
额达 65791 亿元，累计赔款 6.7 亿
元，累计给付 21.78 亿元，积极发挥
了保险“经济助推器”和“社会稳定
器”的作用。其中，2017 年中国太保
寿险宁波分公司共提供 10369人次
理赔服务，支付总额达到 6745 万
元，支付时效平均仅需1.46天，理赔
获赔率 99.38%，客户满意度达到
99.56%。

意外突来世事无常，保险就是
爱的延续。今年 41 岁的蔡先生，在
2016 年投保了 3 份“安行宝”，基本
保额300万元，年缴保费5640元，已

缴 2 期。2017 年 9 月，蔡先生驾车回
家途中意外坠河溺水身亡。作为家
中的经济支柱，蔡先生的意外亡故
无疑给他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影
响。中国太保寿险宁波分公司接到
报案后，第一时间与受益人联系。经
核实，本案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中国
太保寿险宁波分公司的理赔人员主
动协助家属办理相关手续，快速赔
付了 300 万元。及时的理赔让蔡先
生的妻子感动不已，虽然金钱无法
挽回蔡先生的生命，但是帮助他延
续了对家庭的责任。

理赔及时雪中送炭，保险有爱
为民解忧。鲁先生今年 44 岁，2012
年投保了 50份“金享人生”，基本保
额50万，年缴保费36800元。2012年
9月，他又为自己加保“金尊人生”1
份 ，基 本 保 额 1 万 ，年 缴 保 费

1449.95 元。2013 年 6 月，他又加保
“金佑人生”350 份，基本保额 350
万，年缴保费 175350 元。2017 年 5
月，鲁先生发现身体不适，经浙江省
立同德医院检查，确诊为肝癌。接到
报案后，中国太保寿险宁波分公司
安排人员前往医院探望，并协助客
户准备理赔资料，仅三个工作日，就
将理赔款 442万元转入被保险人账
户。鲁先生表示，没想到一张小小的
保单竟能带来如此大的一笔理赔
款，正是这笔救命钱，让他对自己的
康复有了更大的信心。

为了更好地高效、透明理赔，该
公司还推出了“太平洋寿险”APP和
官方微信，不仅提供多种查询途径，
方便市民随时了解理赔进度，还做
到出险后可以即时自助报案，并由
专人负责，快速赔付。从今年开始，
又新推“太e赔”快速自助理赔系统，
客户可以通过APP自助完成理赔操
作，最快赔款可在28分钟到账。

推进智能营运
强化风险防范

在智能化的时代，该公司坚持
围绕“建设服务文化、助力业务发
展、守住风险底线”的目标要求，以

“客户服务自助化、营运作业自动
化、服务流程无纸化、数据应用智能
化”为策略，全面推进“智能营运”建
设，进一步提升创新与服务能力，构
筑强大的业务发展支撑点。

通过努力，该公司年度营运综
合指标名列前茅，连续六年荣获中
国太保寿险总公司营运最高荣誉团
体“金海燕奖”，保监服务评价连续
三年名列前三。此外，公司还全面开
展客户俱乐部建设，打造宁波太保

服务品牌，聚焦中高端客户群，改善
客户体验，助力客户经营；持续加强
客户端平台推广，太平洋寿险 APP
绑定全国排名第一，手机“神太”登
录率全国排名第一，全年数字化应
用全国甲类公司排名第五。

在致力推进以客户需求为导向
的战略转型的同时，中国太保寿险
宁波分公司还将合规经营、风险防
范作为战略转型、价值增长的重要
保障。该公司紧密围绕集团公司“重
价值、推转型、优服务、防风险”的工
作方针，以一守三全为目标，以重点
风险防控、持续加强合规管控、深化
内控缺陷整改三方面工作为着力点，
有序推进各项工作。这些年来，该公
司合规内控状况总体平稳可控，合规
主体责任进一步强化，三道防线协作
日趋紧密，风险排查长效机制逐步
健全，守住了合规风险底线。

搭建公益平台
帮扶困难群众

不仅要有速度，还需要有温度。

这是太保宁波分公司一直以来的执
着追求。2014 年 3 月 1 日，中国太保
寿险宁波分公司充分整合自身的社
会资源与志愿者队伍，与中国宁波
网通力合作，以捐肝救人的林萍事
迹为感召与品牌，推出了“林萍微心
愿工作室”。

近 4 年来，工作室秉承“互联
网＋，让爱飞扬”的主题，充分发挥
互联网技术与传播优势，精心组织、
策划各类公益活动，大力倡导网上
互助，圆梦困难群体，传递甬城大
爱。每一次活动线上线下联动展开，
不仅有爱心网民、公司志愿者团队
的热心参与，还得到了法律、医疗等
专家志愿者的鼎力支持。

中国太保寿险宁波分公司对这
一工作室的建设与发展高度重视，
在人员、技术、资金、活动开展等方
面给予了大力支持，力争将工作室
打造成为引领宁波网络公益的爱心
乐园，吸引更多市民参与网上公益，
传递正能量。

截至 2017 年 12 月，工作室已
组织网友为宁波麻风病院、革命老

区大岚、奉化外来工聚居地“力邦
村”等 20 多个特殊地区和特殊群体
送去了温暖，至今已筹集善款以及爱
心物资 300余万元，为困难群体实现
微心愿 3600 余人次，线上线下志愿
服务市民 2 万余人次。其中，“让我
们一起点亮高龄孤寡老人的新年梦”

“情暖葫芦娃”“万个坐垫送给站票回
家的您”“爱心服务进社区”“大手牵
小手”“我来帮您过大年”“爱心书循
环”“圆梦城市美容师”等公益行动
引发了强烈社会反响，有的还走上中
央电视台。

争 做 经济助推器和社会稳定器

太保寿险扎根宁波 撑起民生“保障伞”
2018年1月20日，是中国太保寿险宁波分公司在宁波的第23个年头。从1995年到2018年，该公司

实现了在三大跨越：一是业务量不断突破，保费规模从1995年的1400万增至现在的23.2亿；二是公司规
模不断扩大，从 1家支公司发展到现在的 13家支公司和 6家营销服务部，覆盖全市各大区县（市）；三是
员工队伍日益庞大，从最初不到100人到现在将近400人，并拥有了一支6000多人的保险代理人队伍。

中国保监会、浙江省人民政府在2014年7月将宁波作为全国唯一保险创新综合示范区，鼓励宁波
在保险组织和产品技术领域进行创新，丰富保险市场体系。对中国太保寿险宁波分公司来说，这是机
遇，也是挑战。为此，该公司将在新的一年，团结一致，努力拼搏，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力争为广
大宁波市民提供更优质、更便捷、更贴心的保险金融服务，做一家更有温度、更有担当的保险公司。

公司积极开展各种充满爱心与活力的客户活动。图为“太爱跑、传递爱”现场。

让责任照亮未来。丰富
多彩的太保寿险助学活动温
暖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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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三官堂大桥及接线（江南路至中官西路）工程已由

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14〕5号文件批准建设，
建设单位为宁波市市政工程前期办公室，招标人为四川公路桥梁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招标代理人为宁波德威工程造价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检修车采购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南起高新区江南路、中跨甬江、北至镇海区中官西

路。
建设规模：三官堂大桥主桥跨径布置为160米+465米+160米，宽

度47米。
招标控制价：496万元。
工期要求：预计货物供应时间为2018年4月30日前，具体供货时

间应满足发包人的使用计划和调整计划的要求。
招标范围：三官堂大桥及接线（江南路至中官西路）工程检修车

的供货、运输、安装、调试、培训和质保期内的设备维护等。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资格要求：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具备投标产品供货

能力的制造商；并委派项目负责人一名，需提供项目负责人委任书。
3.2其他要求：

（1）投标人、法定代表人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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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相关部门的官方网站
查询结果为准）。

（2）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不得为失信被执
行人且经宁波大市范围内人民检察院查询投标截止时间前无行贿
犯罪记录；招标人在中标公示前，将对中标候选人及其法定代表人、
拟派项目负责人的“行贿犯罪记录”和“失信被执行信息”进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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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行贿犯
罪记录或失信被执行信息的，取消其中标候选人资格，本项目重新
招标。

3.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4本项目采用资格后审。
４.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8年1月18日到2018年2月5日16

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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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招标文件下载费用300元（其中电子平台费用100元），售后不
退。

4.3如有补充的招标文件请关注本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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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在网上购买招标文件的单位，其投标文件不予受理。
5.投标保证金
投标保证金金额：8万元
5.1形式①：银行电汇直接缴入以下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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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保证金到账截止日期：2018年2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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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投标文件的递交
6.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18年2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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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房间详见电子指示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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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和宁波日

报、中国宁波网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蒲工
招标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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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华商大厦五楼
联系人：李红丽 电话：0574-87686684 传真：0574-87686776

三官堂大桥及接线（江南路至中官西路）工程检修车采购招标公告

标段号

001

金额
(元整)

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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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370122640

１.招标条件
宁波市第一医院异地建设（一期）项目已由宁波市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17〕547号文件批准建
设，项目业主为宁波市第一医院，招标人为宁波市第一医
院，招标代理人为宁波德威工程造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建设资金由市财政安排11.5亿元，宁波市第一医院自筹2
亿元。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项目管理（含
监理）公开招标。

２.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位于奉化方桥，东环线以东，规划儒江路

以南、北仓路以北。
建设规模：总用地面积约260亩，远期总床位规模为

2200张。其中，一期用地面积约260亩，设床位1200张，建
筑面积约19.8万平方米（含地下面积约4万平方米）。

工程总投资：约13.5亿元。
招标范围：负责实施本项目建设全过程的项目代建

管理及其他专项咨询服务。项目代建管理服务范围具体
指代建服务，专项咨询服务范围包括工程监理、项目实施
过程中的招标代理。代建管理服务范围包括建设手续代
办，综合协调管理，设计管理服务，合同及台帐管理，现场
质量、进度、投资控制管理服务，竣工验收，项目竣工决算
报审，质量缺陷责任期阶段相关服务工作等。工程监理服
务范围指本项目的施工全过程监理及质量缺陷责任期阶
段的工程保修监理。监理工作内容包括施工阶段工程质
量、进度、投资控制，合同管理，信息管理，组织协调，安
全、文明施工监监理，环境保护监理。项目实施过程中的
招标代理包括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招标代理，施工过
程中的无价材料、设备等必须实行招标或政府采购的项
目招标或政府采购代理，项目实施过程中依法或依规必
须实行招标的服务项目招标代理。

标段划分数量及方式：1个。
质量控制目标：达到施工合同规定的质量要求。
安全控制目标：达到施工合同规定的安全要求。
服务期限：自签订项目管理合同之日起，至工程竣工

验收通过缺陷责任期满之日止。
３.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资格要求：
3.1.1投标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
3.1.2投标人须同时具备以下第（1）条和第（2）条资

质；或由具备以下第（1）条和第（2）条资质的企业组成联

合体：
（1）具备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资质，或工程监理综

合资质，
（2）具备工程勘察甲级或工程勘察综合资质、设计甲

级或工程设计综合资质、施工总承包二级及以上、专业施
工承包一级、房地产开发二级及以上、造价咨询甲级资质
中的任何一项或被列入宁波市发改委发布的具有市本级
政府投资项目代建资格单位名录内的。

3.1.3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牵头人）在宁
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系统”）中须
具有C级及以上信用评价等级（以开标之日所在季度的
企业监理信用评价等级为准）；

3.1.4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牵头人）须在
系统录入信息的，相关内容应在系统中审核通过；

3.1.5企业注册地在浙江省行政区域以外的投标人已
通过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备案登记。

3.2投标人拟派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及项目管理负责
人资格要求：

3.2.1投标人拟派项目总监理工程师资格要求：须具
备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注册专业：房屋建筑工程。

3.2.2投标人拟派项目管理负责人资格要求：具有中
级及以上技术职称。

3.2.3投标人拟派项目总监理工程师须在系统中录入
信息，其相关内容应在系统中审核通过。

3.2.4拟派项目总监理工程师要求在项目施工期间无
在建项目。

3.2.5投标人拟派项目总监理工程师与项目管理负责
人不得为同一人。

3.3本次招标接受不超过两家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投
标，联合体牵头人应具备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及以上
资质或工程监理综合资质，项目总监理工程师由联合体
牵头人派遣。

3.4资格审查：采用资格后审。
3.5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各方）、拟派项

目总监理工程师及项目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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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各方）及其法定
代表人、拟派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及项目管理负责人经宁

波行政区域范围内人民检察院查询近三年（2015年1月1
日至今）无行贿犯罪记录。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
体各方）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及项目
管理负责人不得为失信被执行人（具体以“信用中国”网
站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为准）。在预中标公示前，
中标候选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及
项目管理负责人经查询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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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联合体投标的，除非另有规定和说明，本招标文件
中的“投标人”一词亦指联合体各方。

４.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8年1月19日到2018

年2月7日16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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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招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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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文件下载费用300元。
4.4如有补充的招标文件请关注本网站，自行下载，

不另行提供纸质版补充文件。投标人须自行下载相关文
件，如有遗漏，责任自负。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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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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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未在网上购买招标文件的单位，其投标文件将不
予受理。

5.投标保证金（联合体投标的，由联合体牵头人提
交）

5.1金额：人民币壹拾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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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7日16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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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文件的递交
6.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18年2月11日9时

30分，地点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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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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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www.
bidding.gov.cn）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第一医院
招标代理机构：宁波德威工程造价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
地址：宁波高新区星海南路100号华商大厦6楼
联系人：孙碧君、秦元根
电话：15257491615
传真：0574-87686776

宁波市第一医院异地建设（一期）项目项目管理（含监理）招标公告
标段号

001

金额
(元整)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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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2707291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