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环城南路快速路高架桥桥面绿化美化综合整

治工程监理已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
2017﹞472号批准建设，项目招标人为宁波市市政工程前期办
公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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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两级统筹安排解决。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
对该项目的施工监理服务进行公开招标。

２.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位于鄞州区、海曙区，西起海曙区环城南路与

机场路枢纽立交，东至鄞州区东苑立交。
建设规模：全长9.3公里。
建设项目工程概算投资额：建安费约66792422元。
工程类别及等级：市政工程。
施工监理服务标段划分：1个标段。
安全控制目标：同施工安全要求。
进度控制目标：同施工工期。
施工监理服务范围和内容：绿化、涂装及其附属工程的施

工全过程监理。
施工监理服务期：同施工工期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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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工程监理资质证书，须具

备市政公用工程监理甲级资质或工程监理综合资质；
3.1.3投标人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以

下简称“系统”）登记信息的，其相关内容已经该系统审核通
过；

3.1.4 投标人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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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投标人无不良行为记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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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拟派总监理工程师资格要求：
3.2.1总监理工程师须具备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注

册专业为市政公用工程；
3.2.2 总监理工程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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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监理工程师无不良行为记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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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监理工程师无在建项目。
3.3其他要求：拟派总监理工程师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

用信息管理系统”中未解锁项目视为在建项目，因特殊情况未
能解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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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资料。

3.4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总监理工程师经宁波行
政区域范围内人民检察院查询近三年（2015 年 1 月 1 日至投
标截止时间）无行贿犯罪记录。在中标候选人公示前，招标代
理人将中标候选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总监理工程师的相
关信息提交检察院查询，如有行贿犯罪记录的，取消其中标候
选人资格，该项目重新招标。

3.5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总监理工程师不得为失
信被执行人。在中标候选人公示前，招标代理人对中标候选人
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总监理工程师失信信息进行查询（具体
以中标候选人公示日前“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
cn 查询为准），如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取消其中标候选人资
格，该项目重新招标。

3.6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４.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8 年 2 月 11 日到 2018 年
3月 2日 16: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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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文件下载费用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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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与招标代理人联系。
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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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金额：人民币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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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2 日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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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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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18

年03月07日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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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理）人不予受理。

6.3本项目投标文件包括书面投标文件和电子投标文件，各
投标人在投标截止时间前需同时提交书面投标文件、电子投标
文件（介质为U盘或光盘）并携带单位“电子密钥”（“CA锁”），开
标时，投标人不能提供单位“电子密钥”（“CA锁”）的，其投标将
被拒绝。若投标人开标现场提交的电子投标文件均无法读取，则
按否决其投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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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市政工程前期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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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雪珺
电话：15757827127
传真：0574-87686776

环城南路快速路高架桥桥面绿化美化综合整治工程监理招标公告

标段号

001

金额(元整)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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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770123807

１.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机场快速路高架桥桥面绿化美化综合整治工

程已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17﹞471号
批准建设，项目招标人为宁波市市政工程前期办公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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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两级统筹安排解决。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监
理进行公开招标。

２.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位于海曙区、江北区，南起海曙区机场路34省

道立交，北至江北区保国寺互通立交。
建设规模：全场约17.3公里。
建设项目工程概算投资额：建安费约101968378元。
工程类别及等级：市政工程。
施工监理服务标段划分：1个标段。
安全控制目标：同施工安全要求。
进度控制目标：同施工工期。
施工监理服务范围和内容：绿化、涂装及其附属工程的施

工全过程监理。
施工监理服务期：同施工工期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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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工程监理资质证书，须具

备市政公用工程监理甲级资质或工程监理综合资质；
3.1.3投标人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以

下简称“系统”）登记信息的，其相关内容已经该系统审核通
过；

3.1.4 投标人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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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投标人无不良行为记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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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拟派总监理工程师资格要求：
3.2.1总监理工程师须具备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注

册专业为市政公用工程；
3.2.2 总监理工程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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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监理工程师无不良行为记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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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监理工程师无在建项目。
3.3其他要求：拟派总监理工程师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

用信息管理系统”中未解锁项目视为在建项目，因特殊情况未
能解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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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资料。

3.4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总监理工程师经宁波行
政区域范围内人民检察院查询近三年（2015 年 1 月 1 日至投
标截止时间）无行贿犯罪记录。在中标候选人公示前，招标代
理人将中标候选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总监理工程师的相
关信息提交检察院查询，如有行贿犯罪记录的，取消其中标候
选人资格，该项目重新招标。

3.5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总监理工程师不得为失
信被执行人。在中标候选人公示前，招标代理人对中标候选人
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总监理工程师失信信息进行查询（具体
以中标候选人公示日前“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
cn 查询为准），如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取消其中标候选人资
格，该项目重新招标监理。

3.6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４.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8 年 2 月 11 日到 2018 年
3月 6日 16: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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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文件下载费用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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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与招标代理人联系。
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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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金额：人民币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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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6 日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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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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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18

年 03月 09日 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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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理）人不予受理。

6.3 本项目投标文件包括书面投标文件和电子投标文件，各
投标人在投标截止时间前需同时提交书面投标文件、电子投标文
件（介质为 U盘或光盘）并携带单位“电子密钥”（“CA锁”），开标
时，投标人不能提供单位“电子密钥”（“CA锁”）的，其投标将被拒
绝。若投标人开标现场提交的电子投标文件均无法读取，则按否
决其投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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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市政工程前期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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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雪珺
电话：15757827127
传真：0574-87686776

机场快速路高架桥桥面绿化美化综合整治工程监理招标公告

标段号

001

金额(元整)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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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473167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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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殷聪 通讯员储
昭节） 笔者昨日从市经信委获悉，
我市首次开展了小微企业创业创新
基地备案工作。经审核公示，宁波
望春科技创业中心、宁波海曙 896
创新园、宁波富港电商城、宁波海
曙恩科科技创业园、宁波微总部创

业创新基地等 50 个基地被评为宁
波市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据初步统计，我市 50 个小微
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建筑面积 413万
平方米，配备专职服务人员 641
人，创业导师 422 人。截至目前，
这些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已入驻

各类专业服务机构 426家、小微企
业 4642 家 ， 小 微 企 业 占 比 超 过
90%，吸纳就业人员 6.89万人。目
前，50 个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已成为推动全市小微企业创业创新
工作的重要力量。

去年，市经信委制定出台了

《宁波市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备
案和评价管理办法》，将小微企业
创业创新基地认定制改为备案制。
下一步，市经信委将通过加强管
理，推动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提
升服务水平，为全市小微企业提供
更加专业化、个性化的服务。

我市涌现50个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本报记者 张 燕
通讯员 梅祥瑞

沿着 S311 象西线一路向西，
在宁海、新昌两地交界处海拔 931
米的高山上，“望海岗驿站”5 个
字格外醒目，这是十八弯盘山公路
上唯一的歇脚点。这里有一对 60
多岁的夫妇接待来往过客，提供免
费的茶水及其他服务。这几天，他
们为驿站贴上了“福”字和对联，
迎接新春的到来。

丈夫叫俞安裕。2015 年 10 月，
作为我省首批公路驿站之一，望海
岗驿站正式对外开放。该驿站提供
停车休息、卫生间、茶水等服务，所
以建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山路
上，这也给管理带来了难题。新昌
县巧英乡三坑村村民俞安裕从小生
活在望海岗，他认为驿站的建成是
便民举措，于是主动请缨，和妻子俞
小娟接下了驿站日常运营的任务。

每天早上，俞安裕夫妇 6时起
床，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骑着三
轮车到 0.5 公里外的水库去“打
水”。由于地势和气候原因，水泵
无法正常供给生活用水，特别是遇
上冰冻天气，水管结冰就更没有
水，整个驿站的用水全靠夫妻俩运
送。“这桶是给旅客烧热水用的，
这桶是用来做饭的，这桶是用来打

扫卫生的。”俞安裕对每一桶水都
倍加珍惜，也进行了详细的分类。
他还有一个百宝箱，里面全是他自
行购买的小东西：晕车贴、藿香正
气水、暖贴、创可贴、消毒酒精
……“备一些常用的药品总能派上
用场。”俞安裕说。有一次，一个
户外爱好者徒步到望海岗看风景不
慎崴了脚，在驿站里四处打电话求
救。了解情况后，俞安裕二话不说
用土方给他敷草药并包扎，缓解了

他的疼痛，平复了他的情绪。
前段时间的冰冻天气，望海岗

驿站还是冰雪瞭望哨和物资补给
站。宁海每年的第一片雪在望海岗
山头飘落，为确保公路部门能第一
时间了解雪情，在飘雪的时候俞安
裕总会第一时间给深甽公路养护站
打电话，打完电话方才安心睡下。
冰雪天，望海岗便承担起更艰巨的
任务，成了扫雪除雪人员的补给
站。“一天来 40 多人，用 8 担水，

煮两个电饭煲的饭，洗 60 多个碗
盆，持续到解除封道为止。”俞小
娟说。

解除封道后，总会有很多人慕
名来望海岗赏雪、看景。“城里人
喜欢来这路上看风景，他们一来我
这里就热闹了。”俞小娟笑呵呵地
说。只是，俞小娟并不知道，她和
她丈夫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以
驿站为家，俨然成了宁波美丽公路
上的一道风景。

海拔931米高山上的守路夫妇

▲俞小娟的医药箱里，有晕车
贴、藿香正气水、创可贴、消毒酒
精等常用物品。

（张燕 赵士超 摄）

◀山上的马岙水库，是俞安裕
的取水地。

（张燕 赵士超 摄）

美丽公路 交通强市

本报讯 （记者包凌雁） 在
纳入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信用评
价的 7 万家有车企业中，去年
908 家企业被降为 C 级，6 家被
降为 D 级。公安、交通、安监
等部门不仅下发整改通知，还
对信用极差的重点企业联合约
谈。建立完善的信用联合奖惩
机制是我市重大改革项目之一，
目前市级相关部门已依托市公共
信用信息平台建立了联合奖惩协
同机制，在“信用宁波”网站上
实现了信用红黑名单的集中公
示。

“ 没 想 到 一 次 失 信 后 患 无
穷。我们会尽快履行还款义务，
以 免 正 常 的 进 出 口 贸 易 受 影
响。”在收到惩戒措施通知后，
某复合材料有限公司许经理表
示尽快履行合同义务。去年，
市信用办印发 《关于建立失信
联合惩戒措施清单的通知》，完
善 了 联 合 惩 戒 全 流 程 工 作 机
制，对联合惩戒对象、具体措
施、实施环节等方面进行了明
确和规范。目前，纳入严重失
信名单的法人、个人将会受到
限制享受政策支持、限制审批
或准入、限制参与公共资源交
易、限制表彰评优、限制人员
招录或担任职务、限制融资或
消费、撤销资格或荣誉称号、
实施重点监管及其他措施 9类惩
戒，涉及40个部门的134项具体
惩戒措施。

去年，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
建成了自然人和法人两大信用信
息库，归集了更全面的信用信
息，为全市自然人和法人 （包括
企业法人、机关事业法人、社会
团体法人和其他组织） 建立了公
共信用档案，实现了信息主体和
信用信息的全覆盖。目前，该平
台已累计归集自然人信用信息和
法人公共信用信息3832万条。

“点击确认查询个人信用报告
之后，把身份证放到自助查询机的
感应区，就可以查询个人信用报告
了。”市民张小姐说。在市行政服
务中心，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不
到两分钟，张小姐就拿到了个人信
用报告。为方便社会公众查询自身
的信用状况，市信用中心还推出了
自然人公共信用信息线上查询功
能，提供“信用宁波”网站、“信
用宁波”微信公众号、支付宝城市
服务等渠道的线上查询服务，推出

“个人信用报告扫码查”“企业信用
名片”“信用订阅”等便民服务功
能。

拥有良好信用记录的市民，有
机会通过芝麻信用的“信用生活”
享受信用服务带来的便利。如今，
芝麻信用分 600分以上的市民，可
在鄞州图书馆享受免除押金、免办
借阅卡、线上借书、送书上门等服
务。“今后个人信用将应用于城市
生活的各个领域，为诚信市民带来
诸多便利。”市发改委信用管理处
负责人表示。

聚焦社会信用应用，去年市信
用办还在医疗、旅游、出行、家政
服务、数字电视等与市民生活密切
相关的领域，推进了“信用就医”

“ 信 用 旅 游 ”“ 橙 伞 信 用 借 还 ”
“81890 诚信体系”“数字电视领域
信用建设宣传”等 5项合作，旨在
让信用状况良好的市民在城市生活
中享受到“先诊疗，后付费”“免
押金借雨伞”等便利。

据悉，随着今年二期项目建设
的完善，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将实
现与国家级、省级平台以及行业信
用系统的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构
建公共信用信息的共享网络平台。
此外，我市今年还将推动重点职业
人群的诚信建设，其中包括公务
员、法人代表、导游、教师、医
师、会计审计人员，以此来提升职
业道德水平。

一次失信后患无穷
坚持守信回报丰厚
自然人、法人公共信用档案实现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