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中山西路景观提升工程（监理）已由宁波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15]177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宁波市市
政工程前期办公室，招标人为宁波市市政工程前期办公室，招标代理
人为宁波世明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建设资金由市、区两级共同承
担，项目出资比例为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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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起机场路，西至长兴路西，北至道路建筑边线或围

墙边线，南至西塘河沿河滨水绿带。
建设规模：总用地面积约45.71公顷，全长1公里。
总投资（元）：301716900。
建设项目工程概算投资额：建安费约28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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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控制目标：同施工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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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西路景观提升工程施工全阶段

监理。
施工监理服务期：同施工工期保持一致（含保修阶段的监理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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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标人无违法行为记录（违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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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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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投标人须在系统录入信息的，相关内容应在系统中审核通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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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监理工程师无违法行为记录（违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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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申请人、法定代表人及其拟派项目经理不得为失信被执
行人且经检察院查询（2015年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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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为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或行贿犯罪记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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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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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日到 2018 年 3 月 5 日

16: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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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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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保证金
5.1金额：人民币壹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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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5日 1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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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9: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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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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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世明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中山东路796号19楼1911室
联系人：陈文昌、吴瑾婷、周旭东
联系电话：0574-87284375
传真：0574-87680182

中山西路景观提升工程（监理）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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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 11 日，由朝鲜最高
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
永南率领的朝鲜高级别代表团
结束三天的访韩行程，乘专机
返回平壤。

这是南北关系僵持、半岛
局势复杂紧张之际韩朝再次借
助“体育外交”开启破冰之
旅。

新华社首尔2月12日电
新华社记者 陆睿 耿学鹏

由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
会委员长金永南率领的朝鲜高级别
代表团 11 日晚在首尔国立剧场与
韩国总统文在寅一同观看完朝鲜艺
术团的演出后，结束三天的访韩行
程，乘专机返回平壤。

这是朝鲜自 2014 年派遣高级
官员参加仁川亚运会闭幕式以来，
时隔 3年多再次派出高级别代表团
访韩，也是南北关系僵持、半岛局
势复杂紧张之际韩朝再次借助“体
育外交”开启破冰之旅。

朝鲜高级别代表团 9日抵达韩
国仁川机场，参加在韩国平昌举行
的第 23 届冬季奥运会开幕式。代
表团成员包括作为朝鲜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特使访韩的朝鲜劳动党中央
委员会第一副部长金与正、国家体
育指导委员会委员长崔辉、祖国和
平统一委员会委员长李善权。

9 日晚，朝鲜代表团出席平昌
冬奥会开幕式，文在寅与金永南亲
切握手。开幕式上，韩朝体育代表
团身着统一的白色队服，手中高举

“朝鲜半岛旗”，伴随传统民谣《阿
里郎》，在全场观众的热烈欢呼中
共同步入会场。这是继 2007 年中
国吉林长春举行的亚洲冬季运动会
后，朝韩再次携手入场。

10 日，文在寅在青瓦台会见
朝鲜代表团并共进午餐。金与正在
会见中向文在寅转交了金正恩关于

改善朝韩关系的亲笔信，并转达了
他对文在寅访问朝鲜的口头邀请。
文在寅表示，希望今后创造条件，
实现访朝。朝方代表团访韩让平昌
冬奥会成为和平奥运会，使之成为
缓解半岛紧张局势、构建和平、改
善双方关系的契机。他还强调，为
实现南北关系发展，一定需要朝美
之间尽早对话，望朝方能积极与美
国展开对话。

双方还达成共识，将努力把朝
鲜半岛和平和解的氛围延续下去，
促进南北间对话和交流合作。

韩朝曾于 2000 年和 2007 年两
次实现首脑会晤，并就实现民族统
一和开展各领域合作先后两次签署
共同宣言。2008 年李明博政府上
台后，放弃对朝“阳光政策”，转
而采取强硬路线，韩朝关系一度持
续恶化。

朝鲜代表团访韩期间，文在寅
还与代表团一同观看了韩朝女子冰
球联队对阵瑞士队的比赛。观众席
上，身着红色队服的朝鲜拉拉队高
喊“我们是一家人”的口号，热情
洋溢地唱着朝鲜歌曲，为韩朝联队

加油助威。这也是韩朝时隔 27 年
再次组成联队参加国际大型体育赛
事。而朝鲜艺术团在江陵和首尔为
平昌冬奥会举行的两场演出，现场
气氛十分火爆，欢呼声、掌声不绝
于耳。

去年 6月，文在寅在会见到访
的国际跆拳道联合会朝鲜官员时首
次表达了欢迎朝鲜参加平昌冬奥会
的立场。今年元旦，金正恩在新年
贺词中首次表示有意派遣代表团参
加平昌冬奥会。1 月 9 日，朝韩在
板门店举行高级别会谈，就朝方参
加平昌冬奥会、双方举行军事部门
会 谈 等 事 项 达 成 一 致 。 这 也 是
2015 年 12 月韩朝副部长级会谈之
后时隔两年多首次举行政府间会
谈。

外界普遍认为，借平昌冬奥会
的契机，朝鲜派出包括金正恩特使
在内的重量级代表团，同时派出涵
盖体育、文化等领域的大规模代表
团访韩，显示出朝鲜对打破朝韩僵
局的诚意，释放出民族和解的善意
信号，有利于缓解地区紧张、进一
步推动半岛对话与和平进程。

朝鲜代表团结束访韩

韩朝关系破冰回暖

2 月 11 日，在俄罗斯莫斯科
州，一名男子站在坠机残骸旁。

俄罗斯紧急情况部网站 12 日
凌晨发布新闻公告说，11 日下午
在莫斯科州坠毁的安－148 客机上
载有两名外国乘客，分别是瑞士籍
和阿塞拜疆籍。

（新华社/法新）

俄罗斯失事客机
载有两名外国乘客

据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
新华社记者 赵嫣

三年前的 2 月 11 日到 12 日，
乌俄法德四国领导人在白俄罗斯首
都明斯克彻夜谈判，最终就解决乌
克兰危机达成共识，促成三方联络
小组 （乌克兰、欧安组织、俄罗
斯） 与乌克兰东部民间武装签署了
新明斯克协议。

新明斯克协议一度被寄予厚
望，但三年来，这一协议只停留在
纸面，协议规定的第一步“双方全
面停火、从冲突地区后撤重武器”
都未实现。当前，乌克兰东部地区
冲突不断，人们依然看不到解决危
机的曙光。

新明斯克协议难以执行，最直
接原因是各方立场相去甚远，而且
不愿意妥协。

乌克兰政府坚持两步走方案，
即首先恢复对乌克兰东部与俄罗斯
接壤地区的控制权，之后才可进行
地方选举，继而进行宪法改革等。

乌政府因此责怪东部民间武装不执
行停火导致新明斯克协议难以继续
执行，并拒绝与之对话。

俄方对此坚决反对，俄方认
为，应当按照新明斯克协议的规
定，首先应着眼于推进乌东部地方
选举，并通过大赦法案，中央政府
应与乌东部地方政府实现直接对
话，协商解决问题。

法德两国及欧安组织则多次强
调，冲突双方应彻底停火，开启政
治对话，并指责俄罗斯未能促成乌
东部地区武装执行协议。欧盟也因
此多次延期对俄经济制裁，但俄方
坚称本国仅发挥调解作用，并非协
议执行方。

围绕新明斯克协议，各方立场
分歧只是表象，背后是各自不同的
战略利益和地缘政治考量。总的来
说，俄罗斯希望维持现状，把乌东
地区当成“缓冲区”，以延缓乃至
阻止乌克兰加入西方阵营；乌克兰
政府希望借乌东问题，争取国内外
支持，强化倒向西方的战略选择；

法德虽然希望看到乌克兰危机早日
解决，但难以发挥决定性作用。各
方战略利益分歧，最终导致对于执
行新明斯克协议缺乏意愿和行动。

乌俄对立加剧背后，是三年来
乌克兰在去俄罗斯化和拥抱欧洲的
道路上越走越远：欧盟对乌克兰实
施免签制度、双方自由贸易区协定
生效……

西方国家对于乌克兰也“展开
双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
银行、欧盟和美国多次对乌经济

“输血”，尽管未达到承诺的额度，
但也帮助乌克兰走出经济衰退。
2016 年底乌克兰国内金融经济形
势有所稳定，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2.2％，2017年也保持增长势头。

当前，新明斯克协议表面上仍
是被各方接受的、解决乌克兰问题
的基础。但新的变化正在发生。自
法德两国主导的诺曼底模式陷入僵
局后，俄美两国的特使苏尔科夫—
沃尔科会晤模式逐渐被各方寄予厚
望。

目前，俄美双方会晤已举行四
轮，重点讨论在顿巴斯冲突地区部
署联合国维和部队一事。去年 9
月，俄总统普京提议，在乌政府军
与民间武装控制区的分界线区域部
署联合国维和部队，以保护欧安组
织在当地的观察团。但乌政府强烈
反对，认为联合国维和部队应具有
更高权限，应该部署在整个冲突地
区，包括俄乌边境，而且俄方不可
参与维和行动。

多方分析认为，俄美双方如果
能就联合国维和部队部署问题达成
一致，将对全面停火、进而推动政
治解决乌克兰问题打开一扇大门。

但俄罗斯政治分析中心专家切
斯纳科夫认为，俄美双方立场差距
仍然过大，今年俄美双方还将就乌
克兰问题展开多次会晤，谈判主要
作用仅限于协调立场、避免冲突进
一步升级。

乌克兰冲突久拖不决，不仅涉
及乌俄双方，更折射出俄罗斯和西
方长期博弈的战略背景。从实际效
果来看，新明斯克协议成了摆设，
但乌克兰冲突最终还要对话解决，
从这个角度来看，新明斯克协议仍
不失为一个各方可以据此讨价还价
的标杆。

乌克兰冲突为何久拖不决

据新华社华盛顿 2 月 11 日
电 国际空间站预计将服役至
2024 年，届时它又将何去何从？美
国航天局一份内部文件显示，美国
政府正计划将其“私有化”。

美国《华盛顿邮报》11 日援引
美国航天局文件报道，美国政府虽
然计划自 2025年起停止对国际空
间站的直接注资，但并不是要抛弃
这个空间实验室，而是打算将其转
手，卖给私营企业。

文件显示：“停止联邦政府对
国际空间站的直接支持，并不意味
着该平台届时将脱离轨道，产业界
可以继续运用国际空间站的某些
要素或能力，将其作为未来商业平
台的一部分。”

文件还提到，美国航天局将在
未来 7年内“扩大国际和商业伙伴

关系，确保人类能够继续进入并出
现在低地球轨道”。

根据一份计划 12日公布的预
算方案，美国政府打算在 2019 财
年投入 1.5 亿美元，来确保商业接
班人有能力接管空间站。

国际空间站始建于1998年，是
以美国和俄罗斯为主，日本、加拿大、
欧洲航天局成员国和巴西等总共16
个国家联合参与的国际合作项目，在
距地球表面约400公里高度运行，主
要功能是作为微重力环境下的研究
实验室，投资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

国际空间站的设计寿命最初
只有 15年，后一再延长，目前已延
至2024年。俄罗斯方面今年1月曾
表示，他们打算在国际空间站退役
后，以部分俄罗斯舱段为基础建造
新的轨道空间站。

美计划将国际空间站“私有化”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德国总
理、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领袖
安格拉·默克尔本月 11 日否认自
己在党内威信受损，承诺将干满今
后四年总理任期，自己不会提前下
台。

默克尔接受德国电视二台采访
时承认，她领导的基民盟为与社会
民主党（社民党）组建“大联盟”政府
做出“痛苦的妥协”，包括把财政部
长等重要内阁职位让给社民党。“我
理解人们的失望情绪。”她解释说，
妥协是为了德国的整体利益，同时
否认她本人在党内威信下降。

已经连任三届、合计 12 年总
理的默克尔说，她打算继续担任德
国总理和基民盟党首，直至任期结
束，不想提前辞职、为继任者让路。

“我是那种信守承诺的人。”
她希望招揽更多年轻成员入

阁。“我们（基民盟）现在有 6 个部
长职位要补缺，在我看来，入阁人
选既要那些考虑 60 多岁的人，也
要囊括更年轻的人。”

德国联邦议院选举去年 9 月
结束，经过多轮谈判，德国最大两
个党团基民盟/基社盟（联盟党）和
社民党2月7日达成正式联合组阁
协议。除保住司法部、家庭部和环
境部外，社民党还得到外交部、财
政部和劳工部的关键部长职位。内
政部部长由基社盟主席霍斯特·泽
霍费尔出任。

基民盟党内不少人批评默克
尔妥协过多，特别是财长职位拟由
社民党副主席奥拉夫·肖尔茨出
任，担心德国政府将“松开钱袋”。
默克尔迄今执政 12 年间，基民盟
老将沃尔夫冈·朔伊布勒长期任财
长，主导德国和欧洲联盟奉行紧缩
财政政策，受到社民党和经济相对
落后的欧盟成员国批评。

联盟党与社民党的组阁协议
尚需 46.4 万名社民党党员表决认
可。表决结果定于3月4日公布。默
克尔说，如果社民党员否决“大联
盟”协议，德国可能将重新举行议
会选举。

德国总理默克尔称

自己不会提前下台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王逸
君）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定
于当地时间 12 日发布 1.5 万亿美
元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的大致内
容，目标是今后 10年改造年久失
修的公路、铁路、机场、桥梁等
基础设施。

根据这项计划，联邦政府只
出资 2000亿美元，财源以其他领
域“节流”为主，其余1.3万亿美
元主要依赖地方政府和私人企业
投资。

美国国内意见分化。这项计划
要在国会过关，难度不小。

多名政府官员告诉美联社记
者，这项计划主要包括两方面：一
是为新基建项目注入资金，加速现
有基础设施的修缮速度；二是简化
工程审批流程，缩短等待时间。

联 邦 政 府 2000 亿 美 元 出 资
中，1000 亿美元将划拨至各州、地
方政府，用于支持交通、抗洪防涝、
污染治理等项目。不过，在每个基
建项目中，联邦出资在总费用中占
比不超过20%。

另外 1000亿美元中，大约 500
亿美元将用于交通、宽带网络、水
利、垃圾处理、发电站等乡村工程
建 设 ；200 亿 美 元 用 于“ 革 新 工
程”，即不是单纯修缮现有设施，比

如建造高速铁路隧道；其余 300亿
美元用于支持私营领域的基建项
目获得更多贷款。

白宫一名高级官员说，美国基
础设施投资不足，审批流程过长，

“以至于一些关键基建项目的钱都
到位了，完工却需要十年时间”。

对特朗普的基建计划，美国
社会呈现意见分裂。

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总裁杰
伊·蒂蒙斯持肯定态度。他说，
随着交通延误、断电、停水、断
网等事故发生，“现代制造企业的
能力受到质疑，就业也面临挑
战”。如果这一计划付诸行动，制
造企业承诺“美国一定会抓住此
次机遇”。

而在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
南希·佩洛西看来，特朗普的计
划无异于把投资基建的“负担转
移给城市和各州”。

在一些环境保护团体看来，
这项计划不乏漏洞。

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工作
人员谢莉·波蒂查认为这项计划
是“灾难”。她说，特朗普的计划
根本没有涉及“可以把美国带入
21 世纪”的新项目，更糟糕的是
计划还缩减了基建项目的环保审
核环节。

特朗普发布1.5万亿基建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