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镇海贵驷街道中大河沿河建筑整治项目已批

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政府贵驷街道办事处，
建设资金来自财政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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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贵驷街道
规模：项目总立面改造面积约11300平方米
招标控制价：3616830元
计划工期：120日历天
招标范围：包括沿河建筑外立面改造、道路改造、景观照

明、景观绿化工程（具体详见施工图及工程量清单）
标段划分：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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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资质等级要求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及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资金等方面具备相应的施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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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须具备为 C级及以上信用等级（以开标之日所
在季度的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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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投标人已按规定办理人工工资支付担保且在有效期
内，注册地在宁波市行政区域内的，其人工工资支付担保在系统
中需显示登记地为宁波市行政区域内；注册地在宁波市行政区
域外的，其人工工资支付担保在系统中需显示登记地为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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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注册建造师贰级及以

上（含临时建造师，年龄不得超过60周岁）执业资格，具有安全
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并在有效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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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相关内容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已经该系统审核
通过；

3.2.3拟派项目经理无在建项目。
3.3其他要求：
1）拟派项目经理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

中有项目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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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投标人及拟派项目经理在建筑市场活动中不得存在弄
虚作假的行为。

3.4信誉要求：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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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相关部门的官
方网站查询结果为准。

3.4.2 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不得为失信
被执行人且经检察院查询近 3年即自 2015年 4月 23日起至今
无行贿犯罪记录。投标人应按招标文件专用条款规定的格式提
供承诺书。产生中标人候选人后，招标代理人将对中标候选人
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相关信息查询，若存在失信被
执行人信息或行贿犯罪记录的，将取消中标资格并重新组织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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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6本次招标采用资格后审。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8 年 4 月 23 日至 2018 年 5

月 9 日 16:00（以下载成功时间为准）登陆宁波国家高新区（宁
波新材料科技城）门户网站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专题（专题页面
地址：http://www.nbhtz.gov.cn/col/col84334/index.html），也可
从高新区门户网站（http://www.nbhtz.gov.cn/）首页底部“高新
区部门网站”下拉列表框选择“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栏目进入）
自行下载招标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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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电子交易平台使用费
100元），售后不退。

注：如招标文件资料费需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请投标
人将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相关资料（包括名称、纳税人识别
号、地址、电话、开户行及账号等）递交招标代理人；未提供相关
资料的，招标代理人均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

4.3招标文件如有澄清和修改，将在宁波国家高新区（宁波

新材料科技城）门户网站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专题（专题页面地
址：http://www.nbhtz.gov.cn/col/col84334/index.html）或高新
区门户网站（http://www.nbhtz.gov.cn/）首页底部“高新区部门
网站”下拉列表框选择“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栏目进入）发布，不
另行提供纸质版补充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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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陆宁波国家高新区（宁波新材料科技城）门户网站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专题（专题页面地址：http://www.nbhtz.gov.cn/col/
col84334/index.html），也可以从高新区门户网站（http://www.
nbhtz.gov.cn/）首页底部“高新区部门网站”下拉列表框选择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栏目进入）查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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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高新区（宁
波新材料科技城）门户网站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专题业务资讯的“资
料下载”栏（咨询电话：0574-871879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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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未在网上下载招标文件的单位，其投标文件不予受理。
5.投标保证金
5.1金额：人民币伍万元整
形式①：银行电汇或银行汇票直接缴入以下账户。

温馨提示：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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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投标保证金必须从投标人基本账户转出；
2、投标保证金银行转账回单复印件和投标人基本账户开

户许可证复印件必须编入资格审查申请文件中；
3、请勿使用“宁波同城实时清算系统”转账方式交纳投标

保证金（采用网上银行交纳投标保证金的，请选择“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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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险保单或银行保函原件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提交给招

标（代理）人。
5.2 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2018 年 5 月 9 日 16：00 时（北京

时间，以资金到账时间或保险保单、银行保函出具时间为准）。
咨询电话：0574-87208290、18805842062（建设银行）；0574-
87011318、0574-87011280（宁波市建设工程综合保险服务中
心）；0574-87861127（中国银行）。

5.3退还：未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在中标公示期间无异议
的，在招标代理申请退还后 3 日内办理；中标人退还投标保证
金需提交双方签订的合同至宁波国家高新区行政服务中心南
楼 3楼 325办公室（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并在招标代理申请退
还后 3 日内办理；保险保单或银行保函形式的不予退还；具体
事宜请与招标代理机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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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4 日 9 时 30 分，地点为宁波高新区广贤路 997 号（江南
路与创苑路交叉口）行政服务中心南楼3楼309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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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时间：2018年4月23日至2018年5月9日。
7.2媒介：宁波国家高新区（宁波新材料科技城）门户网站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专题（专题页面地址：http://www.nbhtz.gov.
cn/col/col84334/index.html），也可从高新区门户网站（http://
www.nbhtz.gov.cn/）首页底部“高新区部门网站”下拉列表框
选择“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栏目进入）、宁波日报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政府贵驷街道办事处
招标代理人：浙江科信联合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江南路598号九五国际大厦A座10楼
联系人：魏小娥
电话：0574-87360849
传真：0574-87360896

镇海贵驷街道中大河沿河建筑整治项目施工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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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1日电
记者 叶书宏 张伟

5月5日，是“千年思想家”马克
思诞辰200周年纪念日。

诞生于 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其强大的生命力延续至今，其强大
的影响力传遍世界。

当前，西方社会危机频现，乱象
不断；而在世界东方，中国的社会主
义实践则在不断佐证和展示着马克
思主义的真理性和生命力。中国的
历史性成就，让世界对马克思的纪
念变得更加意义非凡。

马克思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洞
悉世事的智慧、科学精辟的预言，为
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
大思想武器，为人类谋求幸福指明
了方向。

1825 年，英国爆发资本主义世
界第一次经济危机，引发席卷欧洲
的工人运动。

“极度贫富分化和穷人的艰难
处境让马克思开始思考社会公平正
义的哲学命题。”马克思故居纪念馆
馆长伊丽莎白·诺伊说。

《马克思传》作者弗·梅林这样
论述马克思的“初心”：不倦追求真
理源于马克思内心对人民最深厚的
情感，就像他自己说的，他不能背对

“苦难的人间”。
马克思在现实中寻找出路。他

通过对经济关系的解析，揭开了剩
余价值的秘密，挖掘出隐藏在资本

主义制度中的痼疾。
恩格斯评价说：“正像达尔文发

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
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发
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
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
规律。”

1848 年 2 月，《共产党宣言》正
式发表，第一次全面阐述科学社会
主义原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
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宣
言》一经问世，就在实践上推动了世
界社会主义发展，深刻改变了人类
历史进程。

马克思的伟大发现，使社会主
义由空想成为科学，从思想上引领
了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追求自由解
放的伟大事业。

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虽有
改良却无法克服其内在矛盾而陷入
周期性危机。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
爆发，再次佐证了马克思“两个必
然”的科学论断。

席卷欧洲大陆的抗议示威、直
指 1％富人阶层的“占领华尔街”运
动……英国《每日电讯报》评论：“下
层阶级爆发了，骚乱者产生的原因
是正在衰落的国家，和完全忽视这
群人的冷漠的政治阶层。”

“1％的人拥有，1％的人统治，
1％的人享受。”这是诺贝尔经济学
奖得主施蒂格利茨对美国社会现状
的总结。美国经济学家鲁比尼则坦
言，这样的问题，“马克思 100 多年

前已经预测到了”。
经济停滞、难民问题、选举困局

……西方各种乱象预示着，资本主
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
之间的矛盾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再次集中爆发。

危机的冲击波，让西方的道德、
制度和理论优越感面临挑战，曾鼓吹

“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福山也不
得不承认，“美式资本主义跌下了神
坛”。

在西方，不少人重新想起了马克
思，“马克思热”再度掀起：《资本论》
重新畅销，伟人现身荧屏。电影《年轻
的卡尔·马克思》让柏林电影节主席
迪科斯里克感慨“正当其时”。

500年来，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
科学，虽经历波折，却最终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功向世界宣告，
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
路。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
义火种传入中国。中国先进分子高
举真理火炬，成立了为共产主义而
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人民
在精神上找到了主心骨，中国发展
在方向上找到了定盘星。

中国共产党学习运用《共产党
宣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把
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更好增进

人民福祉，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
全面进步。

从一穷二白，到成为全球第二
大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
超过 30％；从科技落后到“天宫”上
天、“蛟龙”入海……中国用几十年
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历
程，创造了世界发展的中国奇迹。

百年沧桑巨变，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释放出改造世界的伟力。中国
共产党，始终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
成为《共产党宣言》精神的忠实传
人。

2017年10月18日，中共十九大
胜利召开，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成为引
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
历史性成就，有力打破了“西方制度
优越论”神话，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繁
荣富强提供了新路径，为解决人类
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马克思
主义的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胜利，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胜利。用埃
及经济思想家塞米尔·阿明的话说，
今日中国，正是马克思主义强大生
命力和广泛影响力的现实写照。

东方风劲，扬帆新时代

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惠晓霜）美
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4月30日说，
在朝鲜半岛非军事区举行美朝首脑
会面，是“令人感兴趣”的想法，他与
韩国总统文在寅讨论过这处地点。

韩国总统府证实了特朗普的说
法，说非军事区是“非常有意义”的
地点。

提及板门店

特朗普4月30日两次提及非军
事区作为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
恩会面地点的可能性。

他首先在推特上写道：“为了这
次会面，许多国家被纳入考虑之中，
但是北南边界的‘和平之家’或‘自
由之家’是不是比第三国更有代表
性、重要性和持久性？”

稍后，他与到访的尼日利亚总
统穆罕马杜·布哈里在白宫共同举
行记者会，再次提到非军事区。“我
们正考虑多个国家，包括新加坡。我
们也提到非军事区、‘和平之家’、

‘自由之家’的可能性，我觉得这有
令人感兴趣的方面。”

“和平之家”和“自由之家”都是
位于朝鲜半岛军事分界线板门店韩
方一侧的建筑，其中前者是文在寅
与金正恩4月27日举行韩朝首脑会

晤的场地。
韩国总统府一名官员 5 月 1 日

证实，文在寅 4 月 28 日与特朗普通
电话时讨论了美朝首脑会面地点并

“自然提及了”板门店。
就美朝双方首脑可能会面的时

间和地点有多种说法。特朗普曾说，
5月或6月初会面；传闻中的候选地
包括新加坡、蒙古国、朝鲜半岛非军

事区、瑞典、瑞士、芬兰。

更适合“秀”？

美 国 有 线 电 视 新 闻 网
（CNN） 1 日援引一名美国政府高
级官员和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特朗普一天两次提及非军事区作为
会面地点，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他

上个周末一直在谈论这个地点，包
括与文在寅通话时。

特朗普 4 月 30 日在记者会上
说，对在非军事区会面感兴趣的原
因是，“你们会在那里”，“如果一
切顺利，当场就会有盛大庆祝活
动，而不用在第三国 （举行） ”。
按照他的说法：“所有人都希望我
们去 （他们那里谈）。这可能会是
一次大事件。”

那名官员和消息人士说，持续
一整天的韩朝首脑会晤由电视直
播，特朗普很喜欢那些场面，希望
能作为首名与朝鲜领导人会面的在
任美国总统出现在那类画面中。另
一名美方官员说，如果能跨过分界
线进入朝方一侧，对特朗普而言是

“历史性机遇”。文在寅与金正恩会
面初始，受邀短暂进入朝方一侧。

美方官员仍在争取会面地点定
在新加坡，因为在非军事区会面，
会使美方看上去对朝方作出妥协，
而新加坡是更为中立的地点。

按 照 上 述 CNN 消 息 源 的 说
法，特朗普虽然渴望在媒体镜头前
隔着分界线与金正恩握手，也希望
媒体记录下一旦会面不顺利，他站
起身退出会场的一幕。

特朗普多次表示，如果谈不
拢，他就会“礼貌地离开”。

特朗普对在非军事区见金正恩“感兴趣”

5月 1日，在韩国坡州朝韩军事分界线附近，韩国士兵拆除扩音喊话
设施。 （新华社/美联）

新华社德黑兰 4 月 30 日电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 4 月 30 日
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司
令侯赛因·萨拉米当天表示，伊
朗决不会放弃发展弹道导弹。

萨拉米强调，伊朗导弹是防
卫性质的，是对敌人的主要“威
慑力量”。他表示，伊朗发展弹道
导弹符合国际法，相关反伊言论
毫无道理。

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访美时
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了
未来可能针对伊朗制定一项“新协

议”，该协议除现有伊核协议内容
外，还需确保伊朗在 2025 年后不
发展核力量、不研发弹道导弹，并
阻止伊朗在中东地区扩大影响力。

今年 1 月，特朗普宣布最后
一次延长美国对伊核问题的制裁
豁免期，将 5 月 12 日定为修改伊
核协议的最后期限，并扬言如果
届时没有令他满意的修改方案，
美国将退出伊核协议。特朗普要
求欧盟和美国国会同意修改伊核
协议，增加限制伊朗发展弹道导
弹等内容。

伊斯兰革命卫队说

伊朗决不放弃发展弹道导弹

5 月 1 日，赵显玟（中）抵达韩
国首尔一处警察局时接受采访。

韩国物流巨头韩进集团和大
韩航空会长赵亮镐的家人多次曝
出仗势欺人丑闻，引发民众不满。
其次女赵显玟今年 3 月在公司会
议上辱骂一名广告代理商的广告
组组长并朝他脸上泼水。赵显玟和

她的姐姐赵显娥还被曝长期指使
员工采购海外奢侈品，由大韩航空
班机运回国，避开海关检查、逃避
关税。韩国海关方面说，将彻查此
案，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根据韩国
法律，走私罪可判处最高 5 年监
禁，以及处以逃税金额最多 10 倍
的罚款。 （新华社/路透）

大韩航空会长之女接受问询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 5月 1日
电 （记者帅蓉 田栋栋） 欧盟 1
日发表声明说，美国短期延长对
欧盟钢铝关税豁免期限的决定延
长了市场不确定性，并已影响到
商业决策，双方谈判将继续，但
欧盟不会在威胁下进行谈判。

美国白宫 4 月 30 日发布总统
公告说，美国将继续豁免对欧
盟、加拿大、墨西哥的钢铝关税
直至6月1日，为相关谈判争取最
后30天时间。

欧盟在声明中说，欧盟应该
被完全和永久地免除钢铝关税，
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加征钢铝关
税站不住脚。

欧盟还表示，欧盟贸易委员
马尔姆斯特伦与美国商务部长罗

斯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谈
判将继续进行。欧盟愿意讨论双
方都感兴趣的市场准入问题，但
同时也明确表示不会在威胁下进
行谈判。“任何未来的跨大西洋工
作计划必须是平等和互利的。”声
明说。

根据白宫 4 月 30 日发布的总
统公告，美国政府已与阿根廷、
澳大利亚和巴西就钢铝关税达成
原则性一致，美国将继续豁免这
些经济体的钢铝关税以便敲定最
终协议。由于韩国已同意减少过
剩钢铁产能和用配额自主限制对
美国钢铁出口，韩国对美出口钢
铁产品将继续被豁免关税，但对
美出口铝产品将从5月1日起被征
收关税。

欧盟表示

不会在威胁下与美国
就钢铝关税豁免展开谈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