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市国际贸易展览中心11号馆项目已由市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备[2013]10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
为宁波市国际贸易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自筹资
金，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
的空调系统进行公开招标。

２.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位于宁波东部新城国际贸易展览中心 A1-11#

地块，东临海晏路，西至10号馆，南至民安路，北至规划道路。
规模：本项目由 A、B、C、D 共 4 幢高楼和底部大空间裙房

组成，最高建筑高度为159.9米。
招标控制价：人民币16460000.00元。
计划交货期：接招标人通知45日历天内交货，具体时间配

合总包进度。
招标范围：D栋公寓楼及电梯机房所需空调系统的深化设

计、设备供应、安装、调试、验收等完成交钥匙工程的内容。还有
包括技术服务及培训、设备资料等相关文件的提交、质量保证
期内的维修等售后所需提供的一切服务。

标段划分：1个。
质量要求：按国家验收规范一次性验收合格标准。
安全要求：合格。
３.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
3.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投标人为投标产品的制造厂家或代理商（若代理商参

加投标的，投标文件中须另提供制造厂家出具的针对本项目的
唯一授权书）。

3.4项目负责人资格：/（投标人须派一名项目负责人），需
要出具项目负责人委任书

3.5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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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相关
部门的官方网站查询结果为准）

3.6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各方）及其法定代表人、
项目负责人经宁波市人民检察院查询近三年（2015年1月1日以
来）无行贿犯罪记录。产生预中标候选人后，预中标候选人应在公
示前提供《查询申请函》至招标代理人。招标代理人对预中标候选
人及其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相关信息提交宁波市人民检察院
查询。若存在行贿犯罪记录的，将取消预中标候选人资格并重新
组织招标。（《查询申请函》按招标文件附件格式填写）；

3.7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各方）及其法定代表
人、项目负责人不得为失信被执行人。产生预中标候选人后，招
标代理人在公示前对预中标候选人及其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
人进行查询（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为
准），若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则取消预中标候选人资格并重新组
织招标。

3.8资格审查：采用资格后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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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3 日到 2018 年 3

月 30日 1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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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预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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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预审）文件下载费用300元。

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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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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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投标保证金
5.1金额：人民币叁拾贰万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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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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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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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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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市行政服务中心四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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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预审申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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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
站（www.bidding.gov.cn）和宁波日报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国际贸易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会展路181号
联系人：杨工
电话：0574-87990593
招标代理机构：宁波中基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天童南路666号中基大厦19楼
联系人：史维祺
电话：13586696542
传真：0574-87425386

宁波市国际贸易展览中心11号馆采购空调系统招标公告

标段号

001

金额
(元整)

3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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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470736897

１.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市国际贸易展览中心11号馆项目已由市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备[2013]10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
为宁波市国际贸易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自筹，项
目出资比例为 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空
气源热泵及配套设备进行公开招标。

２.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位于宁波东部新城国际贸易展览中心 A1-11#

地块，东临海晏路，西至10号馆，南至民安路，北至规划道路。
规模：本项目由 A、B、C、D 共 4幢高楼和底部大空间裙房

组成，最高建筑高度为159.9米。
招标控制价：人民币2900000.00元。
计划交货期：接招标人通知30日历天内交货，具体时间配

合总包进度。
招标范围：项目所需空气源热泵及配套设备的深化设计、

设备供应、安装、调试、验收等完成交钥匙工程的内容。还有包
括技术服务及培训、设备资料等相关文件的提交、质量保证期
内的维修等售后所需提供的一切服务。

标段划分：1个。
质量要求：按国家验收规范一次性验收合格标准。
安全要求：合格。
３.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
3.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投标人为空气源热泵的制造厂家或代理商（若代理商

参加投标的，投标文件中须另提供制造厂家出具的针对本项
目的唯一授权书）

3.4项目负责人资格：/（投标人须派一名项目负责人），须
出具项目负责人委任书。

3.5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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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相
关部门的官方网站查询结果为准）

3.6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各方）及其法定代表
人、项目负责人经宁波市人民检察院查询近三年（2015年1月1
日以来）无行贿犯罪记录。产生预中标候选人后，预中标候选
人应在公示前提供《查询申请函》至招标代理人。招标代理人
对预中标候选人及其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相关信息提交
宁波市人民检察院查询。若存在行贿犯罪记录的，将取消预中
标候选人资格并重新组织招标。（《查询申请函》按招标文件格
式填写）；

3.7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各方）及其法定代表
人、项目负责人不得为失信被执行人。产生预中标候选人后，
招标代理人在公示前对预中标候选人及其法定代表人、项目
负责人进行查询（以“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
查询为准），若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则取消预中标候选人资格
并重新组织招标。

3.8资格审查：采用资格后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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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3日到2018年3

月31日1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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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预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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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预审）文件下载费用300元。

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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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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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投标保证金
5.1金额：人民币伍万捌仟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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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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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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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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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市行政服务中心四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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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预审申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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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站（www.bidding.gov.cn）和宁波日报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国际贸易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会展路181号
联系人：杨工
电话：0574-87990593
招标代理机构：宁波中基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天童南路666号中基大厦19楼
联系人：史维祺
电话：13586696542
传真：0574-87425386

宁波市国际贸易展览中心11号馆采购空气源热泵及配套设备招标公告

标段号

001

金额
(元整)

5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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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073160106

宁波元亨利贞投资有限公司：
经审查，提交的宁波元亨利贞投资有限公司的清算组成

员备案申请，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我局予以备案。
清算组负责人：戴再红
清算组成员：戴再红、葛聪敏、葛焕

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8年3月14日

备案通知书
（甬保市监企） 登记内受字 【2018】 第002796号

鼎宏汽车保险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因经营保险代理
业务许可证延续，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鼎宏汽车保险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机构编码：210009000000800
机构住所：宁波市镇海区中官西路 777号宁波市

大学科技园汇智大厦10楼1008室
成立日期：2012年3月14日
许可证有效日期：2021年03月11日

许可证流水号：0038671
机构负责人：汪剑君
联系电话：0574-86662737
邮政编码：315000
业务范围：在全国区域内 （港、澳、台除外）

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代理收取保险费；代理相关保
险业务的损失勘查和理赔；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
业务。

关于鼎宏汽车保险销售股份有限公司经营保险代理业务延续申请的公告
按照《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广告管理规定》，配合最多跑一

次要求，宁波日报分类广告行政服务中心代理进行公开招标
（代理时间2018年4月1日-2020年12月31日）。

一、招标项目：宁波日报行政服务窗口分类广告部分代理
二、投标人要求：1、符合《广告法》规定，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注册核准，允许从事媒体广告投放业务；2、市行政服务
中心设有服务收费窗口；3、具有平面媒体经营经历；4、本项
目不得转包分包。

四、报名时间、地点：1、报名时间：工作日即日起至3月
20日，鄞州区宁东路901号报业传媒大厦8楼；2：联系人：余
先生 联系电话：0574—87682127。

五、本招标公告不详之处解释权归招标人。
宁波报网传媒有限公司

2018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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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昨晚，
村上春树最新长篇小说《刺杀骑士
团长》在宁波上架，该书译者林少
华专程来甬与读者见面，讲述他翻
译该书心得和自己与村上春树作品
的不解之缘。

《刺杀骑士团长》 由村上春树

作品的翻译“专业户”、中国海洋
大学教授林少华执笔翻译。林少华
昨天披露，去年夏天，他在老家吉
林的村子里“闭关”85 天，以每
天 7000 字的速度夜以继日翻译。
据了解，这是林少华翻译的第 42
部村上春树作品。林少华介绍了

《刺杀骑士团长》 的故事梗概、主
要特点、创新所在。

此外，该书引起广泛关注的是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述。林少华
说，其实村上春树的作品 《奇鸟
行状录》 也提到了南京大屠杀，
但仅有几十个字，而 《刺杀骑士

团长》 中有几百字的描述。不仅
篇幅更长，而且明确质问 40 万人
和 10 万人的区别到底在哪里？这
击中了日本右翼分子要害，因为
日本右翼分子的惯用伎俩，就是
以具体数字有争议为由来淡化大
屠杀的性质，甚至否认南京大屠
杀。这表明村上春树的历史认识
已经从史实认知层面进入政治层
面、现实层面，表现出了一个人
文知识分子的担当意识和战斗姿
态。

林少华：村上春树有文人的担当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柯
明清） 记者昨日自市文物保护管理
所获悉，“智慧文保”工作又有了
新进展，全市已有 737处文保单位

（点） 贴上了文物二维码。参观者
只需通过手机微信扫一扫，该文保
单位 （点） 的基本介绍、历史演
变、图片等信息就会跃然眼前，成
为24小时开放的文保单位。

去年 8月，我市在全省首创不

可移动文物二维码上墙工作，首批
31处国保单位有了“网络身份证”。
文物二维码安装于各文物保护单位

（点）入口醒目处或者文物标志碑
上，与市文保所微信公众平台相关
联，实现集文物科普、信息查询、监
督举报、定位导航于一体的一站式
便民功能，进而营造全民了解文
物、保护文物的新局面。

记者发现，扫描此二维码，除

了为游客提供导览信息，还能实现
“我的位置”和“监督举报”的功
能。其中，“我的位置”通过“文
博地图”，可以实时定位游客所处
具体位置，还具备导航功能，能引
导游客通过步行、骑行、公交或自
驾前往目的地；“监督举报”则通
过文字和图片，实时上传到宁波市
不可移动文物安全管理平台，对文
物监督实行“无缝对接”。

市文保所所长徐炯明介绍，为
进一步整合宁波文博资源，安装的
二维码还具备多项查询功能，除了
能查询全市各文物保护单位（点）名
录和信息外，还能同步查询全市历
史文化名镇（村）、历史文化街区、各
级博物馆。文物二维码还和“宁波文
化遗产”微信公众号相关联，将宁波
文物保护最新动态和各级文物资源
推送到市民面前。

全市737处文保单位（点）贴上二维码

本报讯（记者林海 通讯员
黄正洋） 前不久获得中国田径协
会颁发的“自然生态特色赛事”
奖的宁波山地马拉松赛，已成为
迄今为止华东地区规模最大的山
地马拉松赛事。“2018 宁波山地
马拉松赛”将于4月15日在江北
荪湖之畔开跑。

起步于 2014 年的宁波山地
马拉松赛以其沿途的美丽自然
生态与魅力人文景观在国内跑
步爱好者中声名鹊起。“宁波江
北距上海、杭州、苏州等城市
约两小时车程，历届‘宁波山
马’的选手参与度很高。2017
年的赛事吸引了 4600 多名参赛
者。”江北区教育体育局负责人
说。2014 年，赛道路线途经江
北 北 山 游 步 道 的 保 国 寺 、 荪

湖、毛力水库、桃花岭、英雄水
库等，2017 年，赛道路线途经灵
峰、老虎嘴、八美山、荪湖、毛
力水库、云湖、五婆湖、慈湖等
美景，2018 年，路线新增了南联
沿湖绿道。每年的“宁波山马”
路线设计，让参赛者在奔跑的同
时又能欣赏到沿途的美景，带给
跑友最好的体验。

“随着全民健身热潮的兴起，
‘旅游+赛事’在这大形势下逐渐
流行起来，它在给景区带来更多
人气、消费和知名度的同时，也
促进和推动了景区的不断发展和
完善。”江北区风景旅游管理局负
责人介绍，江北还将重点打造慈
城－保国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按照产业小镇的定位，加快推进
保 国 寺 荪 湖 省 级 旅 游 度 假 区 建

设，改造提升都市农业园区；大
力招引特色产业综合体、休闲游
乐项目集聚荪湖小镇，丰富以多
类 型 住 宿 为 重 点 的 度 假 旅 游 产
品。此外，有关部门还将大力推
进洪塘街道省级旅游风情小镇建
设，把江北的滨江绿道打造成为
集生态、景观、旅游、文化、活
力于一体的功能项目、城乡休闲
旅游品牌。

“‘宁波山马’越来越受到周边
地 区 的 关 注 ， 大 量 的 游 客 到 宁
波、到江北休闲旅游。”有关负
责 人 介 绍 。 此 外 ，“ 宁 波 山 马 ”
赛事的成功举办，也引起了更多
赛事方的关注并寻求合作。江北
正计划推出“都市休闲四季游”
路线，进一步推动全域旅游的发
展。

“宁波山马”带来与众不同体验
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宁海记

者站陈云松）昨天，“自在宁海”油
画、水彩作品十人展在东钱湖畔的
宁波画院举行。

昨天的展览，紧扣“人意山光、自
在宁海”城市主题口号，陈滨、叶一
灿、周毅、胡肖杰、葛向阳、王宇宵、陈
亚敏、林锦晖、顾祥东、竹沈挺十位画
家，展出了80余幅作品。这些作品全
部取材于宁海乡村，画家们用自己的
笔描绘了生动的乡村风景，反映了乡
村振兴过程中的火热场景。

宁海油画
十人展昨举行

●日前，在青田县举行的浙
江半程马拉松接力赛上，由张盈
波、翟翔、王飞和许建永组成的
镇海区马拉松协会队代表宁波参
赛，以 1 小时 19 分 09 秒的优异成
绩勇夺银牌。 （林海）

本报讯（记者周燕波 海曙
记者站续大治 朱尹莹） 记者日
前从海曙区委宣传部了解到，为
了促进全民阅读，打造“书香海
曙”品牌，海曙区今年公开向全
社会征集 2018 年以推广阅读为
核心的公益性公共文化项目，并
拨出 1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项
目的补助。这也是海曙区第三年
拿出百万元资金，向社会公开征
集公益性公共文化项目。

此次征集的项目内容包括阅
读组织培育、阅读推广活动、公
益培训活动、特色品牌活动和特
色阅读平台建设等项目。“项目
要围绕‘书香海曙’品牌建设，

充分体现公开性和公益性，群众可
以免费或优惠参与活动。”海曙区
文广新闻出版局相关负责人说。

项目有严格要求。如，公益性
阅读推广活动，需要在相对固定的
场所，开展活动 20 场以上，每场
参与 100人次以上；公益性培训活
动要举办活动 2次以上，免费培训
500 人次以上；依托互联网、多媒
体而打造的特色阅读平台，则要求
符合群众阅读习惯且有一定影响力
等 。 单 个 项 目 补 助 最 高 有 10 万
元，签约成功后资金补助先期拨付
50%，只有等项目完成并经评估达
到预期目标后，才可以拿到另一半
补助金。

海曙百万资金打造书香品牌

本报讯（记者周燕波 通讯
员吴双颖） 由宁波影视艺术有限
责任公司出品，著名导演安建监
制，朱定忠执导，高亚林担任制
片人，吕凉、徐囡楠领衔主演的
当代都市家庭情感剧《钱广的摇
滚时代》日前顺利杀青。这是宁
波影视艺术有限责任公司自去年
6月成立后推出的首部原创长篇
电视剧，预计今年底与全国观众
见面。

该剧聚焦新时代都市“非典
型”家庭关系的转型升级，讲

述了退休中学历史教师钱广 （吕
凉饰） 与四个儿女在错综复杂的
家庭关系中发生的种种啼笑皆非
的故事。记者了解到，该剧全程
在宁波取景，在近 100 天的摄制
过程中，剧组足迹遍及三江口、
东部新城、南部商务区等地，将
环 球 航 运 广 场 、 南 部 商 务 区 水
街、鄞州公园、南塘老街、盛莫
北路地铁站、浙江万里学院等摄
入剧中。另外，剧中还加入了宁
波“味道”，如汤圆、泥螺等特色
美食。

电视剧《钱广的摇滚时代》杀青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
曹明）“古籍日常维护要怎么
做？”“古籍修复前如何登记、建
档？”“古籍修复用纸如何识别、
选配？”近日，“第一期宁波市古
籍修复基础培训班”在甬开班，
来自全市 20 家古籍收藏单位的
29 名古籍修复骨干，聆听天一
阁博物馆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专
家、省级“非遗”传承人王金玉
和修复师谢龙龙等人的指导。

培训班的举办，旨在通过培
训，巩固和壮大我市的古籍修复
队伍，进一步推动古籍修复工

作，加快古籍修复人才队伍建设，
充分发挥天一阁博物馆作为国家级
古籍修复中心及浙江省古籍修复技
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的龙头
作用。

此次培训班由市文化广电新闻
出 版 局 主 办 ， 天 一 阁 博 物 馆 承
办，在为期 5 天的时间里，将通
过理论授课和修复实践相结合的
方式，以破损古籍为对象，讲授古
籍修复的理念和技术方法，使学员
掌握实际技能，解决实际问题，协
助相关单位建立起自己的古籍修复
队伍。

我市开办古籍修复培训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