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海关缉私警察业务技术用房项目精装修工程

已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发改投资[2014]1691号文批准建设，
项目业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宁波海关，建设资金来自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解决，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项
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精装修工程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２.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东部新城河清路以东、东泰街以北。
规模：总用地面积约4743平方米，总建筑面积6922.5平方米。
项目总投资：约4993万元。
招标控制价：4319649元。
计划工期：90日历天。
招标范围：宁波海关缉私警察业务技术用房项目精装修工程

的施工。
标段划分：1个标段。
质量要求：按国家和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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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

贰级及以上资质或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与施工贰级及以上资质
（须在有效期范围内）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
的施工能力。

3.1.3投标人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以下简称
“系统”）中如有信用等级（施工），须具有 C级及以上（以开标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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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已通过浙江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备案登记；

3.1.5投标人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录入信息
的，其相关内容已经该系统审核通过。

3.2投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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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及以上，并具有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
资格，注册专业为建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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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入信息的，其相关内容已经该系统审核通过；

3.2.3拟派项目经理无在建项目。
3.3其他要求：
3.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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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投标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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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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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代理人将对中标候选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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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取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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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记录查询以检察院查询的信息为准）。

3.3.4投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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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5各投标人均可就上述标段中的1个标段投标。
４.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8年 2月 7日到 2018年 2月 28

日16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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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招标文件。
4.2招标文件下载费用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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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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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下载招标文件的投标人，其投标将被拒绝。
5.投标保证金
5.1金额：人民币捌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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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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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16时0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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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投标保证金缴纳形式投标人可任选其一。2、投标保证金
采用银行电汇形式的，必须从投标人基本账户汇出，并将投标保证
金银行回单及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复印件编入投标文件中；投标
保证金采用保险保单或银行保函形式的，保险保单复印件或银行
保函复印件编入投标文件中，同时将保险保单原件或银行保函原
件在提交投标文件时一起提交给招标人（或招标代理人）。

6.投标文件的递交
6.1投标（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18年3月2

日 9 时 30 分，地点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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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宁波网（www.cnnb.cn）、宁波日报、

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www.bidding.gov.cn）、中冠工程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www.nbzgzj.com)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宁波海关
联系人：沈科
招标代理人：中冠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世纪大道北段 555 号名汇东方大厦 12B 楼 1401

室
联系人：李薇、范琦
电话：0574-89086898
传真：87355652-805

宁波海关缉私警察业务技术用房项目精装修工程（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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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671212337

１.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海关缉私警察业务技术用房项目智能化工程

已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发改投资[2014]1691号文批准建设，
项目业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宁波海关，建设资金来自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解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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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招标。

２.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东部新城河清路以东、东泰街以北。
规模：总用地面积约4743平方米，总建筑面积6922.5平方米。
项目总投资：约4993万元。
招标控制价：3653475元。
计划工期：90日历天。
招标范围：宁波海关缉私警察业务技术用房项目智能化工程

的施工。
标段划分：1个标段。
质量要求：按国家和行业施工验收规范一次性验收合格，并通

过宁波市技防办验收。
安全要求：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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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

贰级及以上或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与施工贰级及以上资质（须在
有效期范围内）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
能力。

3.1.3投标人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以下简称
“系统”）中如有信用等级（施工），须具有 C 级及以上（以开标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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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已通过浙江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备案登记；

3.1.5投标人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录入信息
的，其相关内容已经该系统审核通过。

3.2投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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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及以上，并具有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
资格，注册专业为机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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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入信息的，其相关内容已经该系统审核通过；

3.2.3拟派项目经理无在建项目。
3.3其他要求：
3.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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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投标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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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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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代理人将对中标候选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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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取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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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投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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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４.招标（资格预审）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8年 2月 7日到 2018年 2月 28

日16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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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招标文件。

4.2招标文件下载费用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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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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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下载招标文件的投标人，其投标将被拒绝。
5.投标保证金
5.1金额：人民币柒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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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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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16时0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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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投标保证金缴纳形式投标人可任选其一。2、投标保证金
采用银行电汇形式的，必须从投标人基本账户汇出，并将投标保证
金银行回单及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复印件编入投标文件中；投标
保证金采用保险保单或银行保函形式的，保险保单复印件或银行
保函复印件编入投标文件中，同时将保险保单原件或银行保函原
件在提交投标文件时一起提交给招标人（或招标代理人）。

6.投标（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递交
6.1投标（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18年3月2

日9时30分，地点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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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宁波网（www.cnnb.cn）、宁波日报、

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www.bidding.gov.cn）、中冠工程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www.nbzgzj.com)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宁波海关
联系人：沈科
招标代理人：中冠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世纪大道北段 555 号名汇东方大厦 12B 楼 1401

室
联系人：李薇、范琦
电话：13626825755
传真：87355652-805

宁波海关缉私警察业务技术用房项目智能化工程（施工）招标公告

标段号

001

金额
(元整)

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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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671212687

14 NINGBO DAILY国际新闻//广告
2018年2月12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林金康

以色列军方本月 10 日说，
以军拦截并击落一架从叙利亚

“入侵”以色列领空的伊朗无人
驾驶飞机，随后派战机空袭了叙
境内的伊朗无人机操控站。

叙利亚官方媒体同一天报
道，叙方防空火力击中“多架”
以军战机；以方证实一架 F-16
型战机执行空袭任务时坠毁。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惠晓霜
包雪琳） 以军方本月 10 日说，一
架以军武装直升机“成功拦截”一
架从叙利亚起飞并“潜入”以色列
领空的“伊朗无人机”。

以军发言人乔纳森·孔里库斯
说，这是迄今为止最严重的“公然
侵犯以色列主权”的“潜入”事
件。以色列无意让局势升级，但将
猛烈还击。

孔里库斯在社交媒体“推特”
上写道，以军稍后派遣战机进入叙
利亚，空袭这架无人机的操控站并

“精确命中”。
孔里库斯说，以军方已经“恢

复”这架被击落的无人机，很明显这
架无人机受伊朗人操作。他强调，无
人机被击落时正“执行军事任务”，
警告伊朗此举是在“玩火”。

路透社报道，伊朗革命卫队副
司令侯赛因·萨拉米否认以色列方
面说法。“我们无法证实从以色列
传出、有关无人机的任何消息，因
为以色列人是骗子。”

以军方 10 日证实，以军执行
打击叙境内无人机操控站任务时遭
遇叙方防空火力攻击，一架 F-16
型战机坠毁。两名飞行员弹射跳
伞，其中一人身负重伤，另一人受
轻伤。

叙利亚国家电视台以一名叙军
官员为消息源报道，以色列战机
10 日凌晨空袭了叙利亚中部一座

军事基地，叙方防空部队击中“多
架”以战机。

以军否认多架战机被击中，称
“除一架坠毁，其余全部安全返
回”。

按美联社的说法，目前尚不清
楚这架F-16型战机坠毁的原因。

孔里库斯说，以军战机遭遇猛
烈防空火力，不清楚这架战机是否
被击中，或者飞行员因为其他原因
跳伞。若战机是被叙防空火力击
中，将是 1982 年黎巴嫩战争以来
以色列战机首次被击中。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以色列战
机被击落意味着区域紧张局势升
级。作为对“伊朗无人机”进入以
控制区的回应，以军当天出动战机
空袭叙境内多座军事设施。

以军在声明中说，以方战机空
袭了叙利亚境内12个目标。

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叙利亚
人权观察组织”说，以军空袭目标
包括巴尔米拉附近的一处军事基地

以及大马士革西南部，但这一组织
未说明空袭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

叙方指责以军空袭是对叙“又
一次侵犯”，以方则表示将“坚决
防止以方主权受到任何侵犯”。

美联社报道，以色列此次空袭
是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以方“最重
要的一次军事介入”。以色列声
称，伊朗将为此付出代价。

以军一名退役飞行员告诉美联
社记者，以军空袭叙境内目标不仅
仅是还击，这向伊朗传递了“非常
明确的信号”，以方清楚伊朗介入
叙利亚局势的深度。

以方称伊朗及黎巴嫩真主党趁
叙利亚内战在叙扩大军事存在，先
前多次向叙境内发射导弹或发动空
袭。去年 12 月，以方两次向叙首
都大马士革市郊发射导弹；今年 1
月 9日，以方向叙境内多处目标发
射导弹；本月 7日，以方战机向大
马士革郊外的军事设施再次发动导
弹攻击。

以军击落“伊朗无人机”
同时空袭叙境内目标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2月11日电
新华社记者 王博闻

以色列国防军 10 日说，为报
复来自叙利亚的伊朗无人机进入以
色列控制区领空，以军当天出动数
架战机对叙境内的伊朗军事设施进
行空袭，一架战机被击落。随即，
以军再次出动战机进行报复，打击
了叙境内包括伊朗军事设施在内的
12个军事目标。

分析人士指出，本轮冲突是以
色列与被其视作“头号敌人”的伊朗
在叙利亚展开的一次严重对抗。双
方展现强硬做派，向对方展示军事
实力，事态会否升级目前尚不明朗。

以国防军 10 日声称，一架伊
朗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从叙基地起
飞进入以控制区，以军随即出动武
装直升机升空拦截并将其击落。随
后，以军出动数架战机对位于叙利
亚境内的多个伊朗军事设施进行空
袭，在叙首都大马士革遭到地面防

空火力的攻击。
而据叙利亚媒体报道，10 日

黎明时分，叙中部一处军事基地遭
到以战机空袭。叙防空部队开火还
击，击中数架以战机，包括一架
F－16战机。

伊朗外交部 10日发表声明，否
认伊朗参与击落进入叙利亚领空的
以色列战斗机的说法。声明说，以色
列战机近期不断入侵叙利亚领空，
而叙利亚军队击落了其中一架，作
为一个主权国家，叙利亚“有权捍卫
领土完整，反对外来入侵”。

以叙边境的紧张局势自去年
12 月以来不断升级。去年 12 月 2
日和 4日，以色列两次向大马士革
市郊发射导弹。

分析人士认为，以色列近来加

大了对叙利亚的空袭力度，目的是
遏制伊朗在叙境内修建针对以色列
的军事设施。眼见伊朗在叙利亚影
响力不断扩大，以色列曾多次表
示，将采取行动遏制伊朗。

叙利亚危机爆发后，黎巴嫩真
主党在伊朗支持下，派出武装人员
与叙政府军共同作战。而以色列长
期以来将伊朗和真主党视为重要威
胁，多次警告不会容忍伊朗和真主
党在叙利亚扩大影响。

在“伊斯兰国”势力基本被剿
灭后，围绕叙利亚的多方博弈目前
形成了分别以美国和俄罗斯为首的
两大阵营。上月底，以色列总理内
塔尼亚胡在莫斯科会晤俄罗斯总统
普京时，希望说服俄罗斯对伊朗和
黎巴嫩真主党施加影响。

俄外交部 10 日发表声明敦促
各方保持克制，并要求以色列“必
须无条件尊重叙利亚和该地区其他
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以色列国防军前飞行员鲁文·
本·沙洛姆认为，目前在以叙边境
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较小，以色列和
伊朗只是在各自展示军事实力，战
争“既不符合伊朗、叙利亚和黎巴
嫩真主党的利益，也不符合以色列
的利益”。

但沙洛姆指出，这次叙利亚击
落以色列战机是“偶然事件”，其军
事实力是无法与以色列抗衡的；而
以色列与伊朗的较量旷日持久，从
历史看，以叙边境偶有冲突爆发，随
后都逐渐平息，“无论是以色列还是
伊朗都没有理由展开全面战争”。

以伊两国会否在叙陷入“直接对抗”

新华社莫斯科 2 月 11 日电
国际文传电讯社 11日报道说，俄
罗斯一架载有 71人的客机当天在
莫斯科州坠毁。

报道援引俄罗斯紧急情况部
门消息说，这架属于俄罗斯萨拉
托夫航空公司的安－148 客机当

天计划从莫斯科飞往俄西南部城
市奥尔斯克，客机从莫斯科多莫
杰多沃机场起飞后不久就在雷达
屏幕上消失，随后在莫斯科州拉
缅斯科耶区坠毁。

报道还说，机上的65名乘客和
6名机组人员几乎没有生还可能。

俄一架载有71人客机
在莫斯科州坠毁

新华社巴格达 2 月 10 日电
（记者程帅朋 魏玉栋） 伊拉克警
方 10日在北部萨拉赫丁省发现此
前遭绑架的5名牧民的尸体。

萨拉赫丁省警察指挥部穆罕
默德·哈拉夫上校对新华社记者
说，警方一支巡逻队在该省东部
图兹胡尔马图市以南发现尸体，5
名牧羊人 9 日在该区域放羊时遭
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绑架。

过去几个月，经常有武装分
子从图兹胡尔马图市东侧山区向
该市发射迫击炮弹，导致平民伤

亡。当地其他袭击事件也频繁发
生。

本月 7 日，伊政府军在当地
民兵协助下，向图兹胡尔马图市
以东地区发起攻击行动，以清除
潜藏在该地区的武装分子。目前
政府军清剿行动仍在进行。

去年 12月，伊拉克总理阿巴
迪宣布解放伊全境，取得打击极
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历史性胜
利。但在萨拉赫丁、迪亚拉和基
尔库克等省份交界的广阔山区，
仍有部分武装分子潜藏。

伊拉克5名遭绑架牧民被杀害

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记
者冯玉婧） 美国“猎鹰重型”火
箭近日搭载的一辆特斯拉跑车原
计划飞向火星轨道，但跑车升空
后偏离了轨道。这辆车将“跑
向”太空何方？负责发射的美国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表示，尽管跑
车飞过了火星轨道，但它最远只
能飞到距离太阳大约2.5亿公里的
位置。

按 太 空 探 索 技 术 公 司 原 计
划，这辆红色特斯拉跑车的目的
地是火星轨道，预计将在深空中
待上 10亿年之久。但在火箭发射
成功后的第二天，太空探索技术
公司创始人埃隆·马斯克在社交
媒体上透露，第三次点火让特斯
拉跑车偏离了原定轨道，“飞过了
火星轨道”，它正在飞向位于火星
和木星的轨道之间的太阳系小行

星带。
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

示意图显示了特斯拉跑车目前所
处的位置，以及它的飞行轨道。
跑车会朝着小行星带中的矮行星
——谷神星的轨道附近飞去。

不过，马斯克提供的这一信
息立即引起了美国航空界不少人
士的质疑。有人指出，示意图上
的数据与图上的轨道并不完全吻
合。随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校
正了特斯拉跑车的飞行轨道数
据，并通过美国航天局喷气推进
实验室发布了结果。

更新后的数据显示，特斯拉
跑车确实飞过了火星轨道，但并
不会抵达小行星带。小行星带与
太阳的距离约为 5 亿公里，而特
斯拉跑车最远只能飞到距离太阳
大约2.5亿公里的位置。

特斯拉跑车将“跑向”太空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