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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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业主为宁波市市政工程前期
办公室，建设资金来自市、区两级统筹安排解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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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模：全长9.3公里。
招标控制价：88485096元。
计划工期：1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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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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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宁波市行政区域内审核通过
或已在宁波市海曙、江北、鄞州任一区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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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 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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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1月 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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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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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日到 2018 年

2月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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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资格预审文件。

4.2招标（资格预审）文件下载费用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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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预审文件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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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预审申请截止

时间，下同）为2018年02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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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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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蒙蒙
电话：13736140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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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资格预审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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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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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业主为宁波市市政工程前期办
公室，建设资金来自市、区两级统筹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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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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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模：全长约17.3公里。
招标控制价：105144257元。
计划工期：2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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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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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宁波市行政区域内审核通过或
已在宁波市海曙、江北、鄞州任一区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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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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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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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12 日到 2018 年 2

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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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资格预审文件。

4.2招标（资格预审）文件下载费用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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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预审文件，有意参加投标的

交易单位在网上下载资格预审文件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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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预审申请截止

时间，下同）为2018年03月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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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工
招标代理机构：宁波德威工程造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高新区星海南路100号华商大厦六楼
联系人：俞蒙蒙
电话：13736140496 传真：87686776

机场快速路高架桥桥面绿化美化综合整治工程施工资格预审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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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崔小明 通讯
员李洁莹） 当地时间 2 月 12 日，
索非亚中国文化中心与索非亚市
政府合作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在
索非亚市政府大楼举行。中国驻
保 加 利 亚 大 使 馆 文 化 参 赞 顾 洪
兴、索非亚市长凡德科娃、宁波

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有关负责
人出席仪式。

2017 年 11 月 23 日，由宁波市
政府与文化部共建的索非亚中国文
化中心正式揭牌。为扩大与索非亚
市合作范围，建立长期互惠合作的
平台，经双方协商一致签署备忘

录。以后，双方将每年至少会见两
次，定期交换各方信息，探讨潜在
的合作领域，并协调推进这些项目
的落实。例如在索非亚共同举办

“欢乐春节”活动；在互赢互利的
基础上进行官员、艺术家、学者、
专家及展览等互访和交流；通过各

自的媒体渠道尝试交叉推广的可
能；探讨文化和艺术领域以外的潜
在合作项目，例如经济贸易、科
技、教育、体育和青年交流等。本
谅解备忘录有效期为三年，期满后
若任何一方无终止的意向将自动延
期。

索非亚中国文化中心与索非亚市政府
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

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通讯员
李洁莹） 当地时间2月11日，由索
非亚中国文化中心和索非亚市政府
共同举办的 2018 年“欢乐春节”
活动在索非亚赛尔迪卡考古遗址群
开幕。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索
非亚市文化局、宁波市文化广电新
闻出版局有关负责人及数千名索非
亚市民参加了活动。

宁波市艺术团和非物质文化
展演团为索非亚市民带去了丰富
多彩的中国文化体验。宁波市演
艺集团的演员刚结束英国诺丁汉
的演出，迎着风雪赶到索非亚。
极 具 地 方 特 色 的 越 剧 《金 玉 良
缘》，无论是扮相还是唱腔，都让
索非亚市民觉得耳目一新。唢呐
独奏 《喜庆丰收年》 声音高亢、
嘹亮，营造的氛围热烈、喜庆，
很 多 人 听 得 津 津 有 味 。 双 人 舞

《蝶恋》 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
很多观众知道这是东方的“罗密
欧与朱丽叶”的故事。《送你一枝
玫瑰花》 是保加利亚人民耳熟能
详的歌曲，经琵琶演奏，增添了
一份东方韵味。精彩纷呈的节目
不时赢得观众热烈的掌声。非遗
展示和互动让索非亚市民兴致盎

然。宁波市级非遗传承人张建林
现场表演起了棕叶编织技艺，只
见棕叶在他手上穿插、折叠……
一只只蚱蜢、蜻蜓、螳螂跃然眼
前，生动、逼真、富有情趣。王

琴芳的中国结也颇受欢迎，她手
把 手 教 观 众 打 简 单 的 单 结 、 双
结、纽扣结。造型精致、色彩鲜
艳的中国结让索非亚市民爱不释
手。来自鄞州非遗传承人曲海的

表 演 是 面 塑 绝 活 。 他 揉 、 捏 、
压、挑，一气呵成。不一会儿，
卡通猫、旺旺狗等就呈现在观众
眼前，栩栩如生，逗比可爱。很
多 小 朋 友 现 场 拜 师 学 艺 。“ 绣
娘”黄茜娜带去的技艺是金银彩
绣，她一会儿穿针引线，一会儿
裁云剪月。富丽堂皇、艳而不俗
的作品让观众啧啧称赞。苏丹丹
剪纸技法娴熟，动作干净利落，

《春到福来》《双喜临门》《吉祥
如意》《年年有鱼》 等作品新鲜
出炉，外国朋友连呼大开眼界，
纷纷感叹中国传统民间工艺的精
湛技艺。

此外，现场展示的 《多彩世
界，共享和谐—欢乐春节》 图片
展活泼生动，吸引了许多观众。
欢乐的气氛令古老的遗址春意盎
然。曾经留学中国的伊娜说，这
样的场景让她感觉仿佛在中国过
大年。

赛尔迪卡考古遗址群是公元四
至六世纪古罗马时期的街道和建筑
遗迹，2016年4月正式开放，占地
9000 平方米，包括了八条街道和
早期的教堂，遗址毗邻总统府和议
会大楼。

欣赏中国歌舞 体验中国非遗

数千索非亚市民过起了中国春节

索非亚市民欣赏非遗展示和互动。 （李洁莹 摄）

本报讯 （记者崔小明） 据了
解，我市实体书店春节期间开门
迎客，为喜欢读书的市民提供了
好去处，同时还推出了多项优惠
活动，为广大市民送上“书香礼
包”。

据了解，随着实体书店逐渐
走出困境，很多书店实现了华丽
转身，不管是服务还是颜值，都
上了一个大台阶，是广大市民春
节期间值得一去的地方。宁波书
城作为实体书店的“龙头老大”，
以体量最大、书籍最多、环境舒
适闻名。春节期间，宁波书城白
天不打烊，随时欢迎读者光顾。
读者关注宁波新华书店集团公众
号，即可参与抢微信红包活动，
书友凭微信ID可在活动期间领取
20元的购书红包，单笔消费满 49
元可使用一次。

天一书房是我市唯一一家 24
小时书店，经常举办各类读书活
动，成为很多读书人的精神家
园。2 月 15 日至 2 月 23 日，天一
书房“精装少儿绘本”系列可以
享 受 82 折 优 惠 ，“ 东 野 圭 吾 作
品”系列书籍 86折，此外还有其
他折扣优惠。位于 1844广场的三
联书店·筑溪生活因时尚精致成
为一道独特风景，是很多年轻白
领喜欢光顾的地方。2月11日至2
月 21日，到三联书店图书消费一

次性满88元，即送20元图书券一
张。天一广场的西西弗书店是去
年 10月登陆我市的全国连锁书店
之一，不管是装修风格还是上架
书籍、书店服务，均处于行业领
先。逛街累了，到西西弗书店歇
脚是个不错的选择。春节期间，
书店购买惜福台历赠送马克杯等
十余项活动。甬上枫林晚刚刚搬
到月湖旁的金汇小镇，古色古
香，别具风格。春节期间，他们
推出了多项回馈读者活动。2 月
16 日起，顾客进店即可获赠书法
家手书“福”字一张。2 月 11 日
至2月21日，推出图书8.5折优惠
活动。此外，枫林晚还在月湖店
内布置了一面“诗墙”，顾客可以
在书店免费领取纸和笔，书写自
己喜欢的诗歌。元宵节前夕，将
举办诗朗诵活动。

据了解，海曙区组织了新春
书展活动，时间为 2 月 11 日至 2
月 21日，内容有新书推荐、好书
优购、读书分享三大系列，包含
了 22项活动，既有购书打折、进
店送礼、充值送券等购书活动，
也有名家讲座、年货集市、话剧
演出、新春读诗会等活动。除了
天一书房、三联书店、西西弗，
还有开明书院、纸木一间慢书
咖、魔树诗空间等，均参加了书
展活动。

书香伴新年 戊戌勤开卷
数十家书店推出多项促销活动

本报讯 （记者林海 通讯员
赵锡） 狗年春节将至，位于北仑
春晓的中国港口博物馆举办多项
活动迎接新春佳节的到来。其
中，“我与港博同成长”春节系列
活动将以亲子活动的形式展开。

据介绍，在中国港口博物馆
临展厅已经开展的 《我从远古
来——史前宁波人的生活》 大型
展览将持续至 2018 年 3 月 18 日；

“亲子迎福至，犬报幸福年”活动
将于 2 月 18 日下午在港博 A 区四
层的社教活动区举行，除了介绍

“过年”“福”“压岁钱”的由来与
传说之外，还会组织大家制作竹
编福字挂饰，进行小狗存钱罐填
色活动；2 月 19 日下午在社教活
动区举行的“慈母手中线，宝贝
着福衣”活动，主要内容是讲解

中国古代服饰和缝制唐装马甲；
20 日下午在春晓街道民丰村年糕
坊举行的“年糕年年有，盼高时
时利”活动，主要内容是推石
碾、打年糕，分组团队协作制作
石磨草毛粉；21 日下午在港博 A
区四楼的社教活动区将举行“竹
签连作线，葫芦裹红裳”活动，
主要内容是讲解古今春节的习俗
与饮食文化，以及制作糖葫芦；
25 日下午在社教活动区举行的

“十五团圆夜，花灯挑高明”活
动，主要内容是讲解元宵节的历
史以及制作卡通灯笼。

此外，中国港口博物馆还将
举行新春民俗嘉年华活动，包括
手艺、美食、游艺、展销和文艺
表演等，时间为 2 月 18 日至 20
日。

中国港口博物馆
多项活动迎春节

本报讯（记者林海 通讯员徐
迪） 狗年春节即将来临，体育部门
日前发布了政府直属体育场馆在节
日期间的开放时间安排。

市体育局直属体育场馆主要包
括宁波市体育中心 （笼式足球场、

羽毛球场和综合馆）、宁波市小球
训练中心网球馆和网球场、宁波市
游泳健身中心、宁波市蓝天健身中
心、宁波市中山广场篮球场、宁波
市老年体育活动中心等。据了解，
位于朝晖路的宁波市游泳健身中心

2 月 15 日至 18 日由于热水供应商
休假，无法供应热水而闭馆，在 2
月 19 日至 21 日的每天 13:00-21:00
均对市民开放。其余场馆春节放假
期间保持连续开放，不过开放时段
有所调整，详细信息可登录宁波市

体育局官网 （http://www.nbty.gov.
cn/） 首页“通知公告栏”查询。

此外，宁波各区县 （市） 体育
部门的 20 多家直属体育场馆在春
节期间的开放时间也有所调整，详
细信息请咨询当地体育部门。

春节期间政府体育场馆多数时段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