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招标条件
夏禹路沿线街景整治工程已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以甬发改审批〔2017〕115号文件批准建设，招标人为宁波市海
曙区公共项目建设管理中心，招标代理人为宁波国际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建设资金由市城建资金统筹安排解决。项目已具备
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阶段项目管理（含监理）进行公开
招标。

２.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位于夏禹路沿线两侧，工程西起机场路高架与

夏禹路道路交叉口，东至苍松路与夏禹路交叉口。
建设规模：夏禹路沿线街景整治工程全长2.3公里。建设内

容包括（1）夏禹路北侧居民住宅和公共建筑的立面整治，南侧
沿线建筑的外墙清洗、立面涂刷；（2）沿线建筑外立面、塘河水
系沿岸和夏禹路主线高架桥梁景观照明、绿化；（3）道路红线外
侧局部区域的公共空间和街头绿地建设等。

工程总投资：约5749万元。
招标范围：负责实施施工阶段项目管理，其中项目管理服

务范围具体指代建服务及监理服务。代建服务含建设手续代
办、综合协调管理、设计管理服务、合同及台账管理、现场管理
服务、施工竣工验收、项目决算报审、质量缺陷责任期阶段相关
服务工作等；监理服务范围指本项目的施工全过程监理及质保
阶段全过程监理、施工阶段工程质量、进度、投资控制、合同管
理和组织协调，安全、文明施工监控、环境保护监理等服务。

标段划分数量及方式：1个。
质量控制目标：达到施工合同规定的标准（按国家验收规

范一次性验收合格）。
安全控制目标：达到施工合同规定的安全要求。
服务期限：自签订项目管理合同之日起，至工程竣工验收

通过缺陷责任期满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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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标人须具备以下第（1）条资质；或由具备以下第

（1）条和第（2）条资质的企业组成的联合体：
（1）具备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资质，或工程监理综合资

质；
（2）具备工程勘察甲级或工程勘察综合资质、设计甲级或

工程设计综合资质、施工总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专业施工承

包一级资质、房地产开发二级及以上资质、造价咨询甲级资质
中的任何一项。

3.1.3 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牵头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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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牵头人）须在系统
录入信息的，相关内容应在系统中审核通过；

3.1.5 企业注册地在浙江省行政区域以外的投标人（联合
体投标的，指联合体各方）已通过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
备案登记。

3.2投标人拟派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及项目管理负责人资格
要求：

3.2.1 投标人拟派项目总监理工程师资格要求：须具备国
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注册专业：房屋建筑工程。

3.2.2 投标人拟派项目管理负责人资格要求：具有中级及
以上技术职称。

3.2.3 投标人拟派项目总监理工程师须在系统中录入信
息，其相关内容应在系统中审核通过。

3.2.4拟派项目总监理工程师要求在项目施工期间无在建
项目。

3.2.5投标人拟派项目总监理工程师与项目管理负责人不
得为同一人。

3.3本次招标接受不超过两家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投标，联
合体牵头人应具备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资质或工程监理综
合资质，项目总监理工程师由联合体牵头人派遣。

3.4资格审查：采用资格后审。
3.5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各方）、拟派项目总监

理工程师及项目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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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各方）及其法定代表
人、拟派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及项目管理负责人经宁波市人民检
察院查询近三年（2015年 1月 1日至今）无行贿犯罪记录。投标
人（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各方）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
总监理工程师及项目管理负责人不得为失信被执行人（具体以

“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 查询为准）。在预中标
公示前，中标候选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总监理工程师

及项目管理负责人经查询有“行贿犯罪档案记录”或“失信被执
行人信息”的，取消其中标候选人资格，本项目重新招标。

如联合体投标的，除非另有规定和说明，本招标文件中的
“投标人”一词亦指联合体各方。

４.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8 年 4 月 28 日到 2018 年 5

月 16日 1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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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文件下载费用300元。
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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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须自行下载相关文件，如有遗漏，
责任自负。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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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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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未在网上购买招标文件的单位，其投标文件将不予受理。
4.9 投标人对招标文件异议截止时间：2018 年 5 月 8 日

16:00。
5.投标保证金（联合体投标的，由联合体牵头人提交）
5.1金额：人民币贰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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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金到账截止日

期：2018年5月16日16:00（北京时间，以资金到账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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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保单出具截止时间 2018年 5月 16

日（北京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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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保函出具截止时间 2018年 5月 16

日（北京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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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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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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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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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海曙区公共项目建设管理中心

地址：集士港镇菖蒲路150号（集士港城投大厦）

联系人：高艳圆

电话：0574-87139166

招标代理机构：宁波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鄞州区世纪大道北段555号

联系人：孙德富、潘萍霞、董成浩、戴太敏

电话：0574-55717438

传真：0574-55717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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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 中 国 人 寿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宁波杭州湾新区支公司变更营业场所的公告

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核准，同意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杭州湾新区支公司
变更营业场所，现正式进行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杭
州湾新区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005330282800
机构住所：宁波杭州湾新区滨海二路889弄9

号301室
经营区域：慈溪市
成立日期：2010年7月8日
颁发许可证日期：2018年4月11日
许可证流水号：0092807

机构负责人：丁文斌

联系电话：63894616

客户服务电话：95519

邮政编码：315336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

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人身保险的再保险业务；

各类人身保险服务、咨询和代理业务；国家保险监

督管理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关 于 中 国 人 寿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宁波市鄞州区支公司变更营业场所的公告

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核准，同意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鄞州区支公司变
更营业场所，现正式进行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
鄞州区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005330212
机构住所：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街道鄞县大道东

段1299号鄞州商会1001室、2401-2402室（电梯
层10楼、28楼）

经营区域：鄞州区
成立日期：2003年6月30日
颁发许可证日期：2018年4月17日

许可证流水号：0092809
机构负责人：孙燕菲
联系电话：87843895
客户服务电话：95519
邮政编码：315100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

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人身保险的再保险业务；
各类人身保险服务、咨询和代理业务；国家保险监
督管理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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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仁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
查研究是每个领导干部必须学好的
重要一课。宁波市第 34期县（局）级
领导干部进修班 56 名学员聚焦市
委中心工作，分组开展“六争攻坚”
专题调研，在实际操练中大兴调查
研究之风（4月28日《宁波日报》）。

县（局）级领导干部是地方发展
的“中坚力量”。在这个层级的干部
中，通过集中培训的形式，“实操”调
查研究的基本功，是十分必要的。事
实上，过去的一些干部培训，也有这
方面的课目和要求。这样做的好处
是，可以促使领导干部进一步深入
基层、转变作风，把责任更好地扛起
来，也有利于通过聚焦现实问题和
阶段性矛盾，找到破解发展之困的

“金钥匙”。
关于调查研究，习近平同志曾

提出过非常具体的要求，就是“当县
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市
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
省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县市
区”。2015 年 1 月 12 日，习近平同志
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上，对

此作了重申。为什么省、市、县委书
记三个层面要“跑遍”所有的县市区
和乡镇、村？这一要求，就是告诫身
处重要岗位的领导干部：要把调查
研究作为“看家本领”，作为履职尽
责的必修课，避免“下马伊始”草率
决策和“情况不明决心大，胸中无数
点子多”。

从我党历史上看，大凡有作为
的干部，无不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上
世纪 60年代，焦裕禄在兰考工作的
470 多天里，几乎每天奔走在调研
的路上。靠着一辆自行车，他走遍了
兰考1080平方公里的120多个生产
大队，为兰考找到了一条根治风沙、
摆脱贫困的出路。上世纪 90 年代，
在西藏阿里任职的孔繁森，为寻找
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路子，他一个
区、一个乡地跑，不到两年时间行程
8 万多公里，106 个乡他跑了 98 个。
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廖俊波任职福建
政和期间，坚持“能到现场就不在会
场”，常年在车上备着衣服、雨衣、雨
伞和被子“四件套”，马不停蹄地下
乡、进企、入户。三年多时间，将政和
县从“省末位”变为增长速度“省十
佳”，实现减少全县贫困人口 3万多

的骄人业绩。
互联网时代，领导干部获取信

息的渠道多了，还要不要坚持调查
研究的传统？答案是肯定的。这是职
责使命使然。新的时代背景下，各级
领导干部所面对的形势、环境、任务
在不断变化，各种新情况、新矛盾、
新问题层出不穷，不关注、不了解、
不掌握，工作就会陷入被动。不少领
导干部有一个共同的感受：深入到
群众中去，所获取的“能量”，与坐在
办公室里听汇报、看材料是完全不
同的。有些复杂、棘手、一时理不出
头绪的难题，一到群众中去，办法、
思路就出来了。正所谓“困难困难，
困在家里全是难；出路出路，出去了
才有路”。

应该看到，领导干部中不重视、
不善于调查研究的问题还是存在
的。有的把它作为临时性任务和应
付交差的事情来对待，满足于完成

“规定动作”，为调研而调研；有的即
便下去了，也只是坐着车子转转、隔
着玻璃看看，电视留个影、报纸留个
名、广播留个声就完事了。这两年，
有些地方为迎合和满足形式主义的
需要，甚至还出现了所谓的“经典调

研路线”。像电影《驴得水》里的情景
一样，安排人员当“群众演员”，要求
干部群众统一口径“背台词”。类似

“走调”的调研，自然难取真经。
调查研究要成为一门执政必修

课。不仅各层级的干部培训要将其
作为重要内容，更为关键的是，广大
党员干部要自觉增强“必修”意识。
一方面，要拿出正确的“调研姿态”，
真正把调查研究作为“谋事之基、成
事之道”，而不是把它变成一种作
秀。另一方面，要切实改进调研的作
风，像焦裕禄、孔繁森、廖俊波那样，
多到困难大、矛盾多的地方去，多到
情况复杂、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多
到自然条件差、工作基础差的地方
去，同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心与心
沟通，放下架子、俯下身子、虚心请
教。如此，调研才能取得实实在在的
效果。

把调查研究作为执政必修课

盛 翔

4 月 30 日，此前多次曝光“精
日分子”不妥言行的微博网友“上
帝之鹰_5zn”发布了一段视频，视
频中几名儿童不停地把南京大屠
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地上的鹅卵石
丢入水池中打水漂嬉闹。该视频再
次引发热议。很多网友谴责站在一
旁的家长没有劝阻和告诫。也有网
友认为，“上帝之鹰_5zn”小题大
做。

爱玩是孩子的天性，在普通的
旅游景点，捡起石子往水池里丢，
虽然同样不太好，但毕竟常见；可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
念馆，这些鹅卵石所象征的，却是遇
难者的累累白骨。难怪很多网友对
此表示气愤。只不过，将孩子们的嬉
闹行为，上升到“不爱国”的高度予
以抨击，恐怕也有点过度阐释了。

孩子们只是觉得好玩，家长也
不一定知道此处鹅卵石的寓意，上
来就扣一顶“不爱国”的大帽子，再
想诉诸理性地探讨就很困难了。相
比往水池里丢鹅卵石的行为，更值
得探讨的问题是：在这些孩子眼
中，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是
否只是一个普通的游玩景点？在年
轻家长的心中，又对南京大屠杀存
在多少历史认知？

大学生不知道抗日战争胜利
纪念日，不知道南京大屠杀遇难同
胞纪念日，这在今天的中国并不少
见。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年轻人
对于抗战的认知非常模糊，甚至完

全被抗战神剧给带到沟里去了，根
本无法想象那种真实的惨烈。

“可以宽恕，但不可以忘却。”
国家公祭等国家级纪念活动、影响
深远的史诗作品以及内涵丰富的
纪念场馆等，所要完成的任务就
是：建立强大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堤
防，将抗战历史嵌入民族记忆。这
是一个国家的历史责任，也是一个
民族的记忆责任。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镌刻了一句话：让白骨可以入睡，
让冤魂能够安眠，把屠刀化铸警
钟，把逝名刻作史鉴，让孩童不再
惊恐，让母亲不再泣叹，让战争远
离人类，让和平洒满人间。是的，让
所有遇难者能找回自己的名字，让
纪念碑矗立在每个人心里，这是我
们的记忆责任。

必须告诉我们的孩子，南京大
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不是普通的
游玩景点。对此，学校、家庭和社会
承担着责任。对学校来说，抗战历
史和南京大屠杀，不能只是由一组
数字构成的历史填空题，应该成为
让学生可以真切感知“那种撕心裂
肺的痛”的文化记忆。家庭也是如
此，带孩子去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纪念馆现场参观感知，其实非常
好，只不过，家长最好能提前做点
功课，而不只是带孩子去“玩”。在
社会层面，我们不妨少挥舞“不爱
国”的大棒，多些宽容和理解——
拂去历史的灰尘，擦亮尘封的记
忆，需要的不是激愤的争吵，而是
理性的行动。

告诉孩子：大屠杀纪念馆
不是普通游玩景点

江德斌

不久前，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栏目播出了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
委员会调查机票高价退票、改签情
况的报道，引发舆论关注。然而一周
过去，15家涉事企业没有一家接受
约谈。江苏省消保委就此表示，将就
相关情况致函民航管理局（5月2日
中国之声）。

从报道可知，目前市场上机票
退票、改签费用标准十分混乱。同一
时段在网上预订同一天机票，不同
航空公司起飞 2小时前的退票费相
差 1 倍以上，部分航班的退票费用

甚至是机票价格的 3 倍。多数航空
公司退改签政策也不一样，手续费
为购买时机票价格的 20%—30%不
等，折扣越低，收取的退改签手续费
越高。

目前，机票退改签费标准不统
一，完全由航空公司、代理商、旅游
平台等自行定价，名义上是市场博
弈，实则变成了企业利用优势地位
乱收费。远超合理水平的收费标准，
令消费者沦为被任意宰割的“唐僧
肉”。

既然要变更航班，那么就涉及
成本问题，运营商收取一定的手续
费，也在情理之中。可是手续费标准

混乱，甚至随意定价，有的比机票价
格还高出数倍，就太不合理了。江苏
省消保委对此进行调查，并约谈航
空公司、旅游平台等，凸显其对此类
不合理现象的重视，试图扭转这一
不利于消费者的做法。可涉事企业
无一到场“应约”，未免令人遗憾，说
明相关企业不愿放弃既得利益，缺
乏改变规则的态度。

前些年，火车票退改签收费标
准过高的问题，也曾遭到社会舆论
和广大乘客的批评。后来广泛征求
公众意见后，中国铁路总公司进行
了多次调整，最终将火车票退改签
手续费降到合理水平，既能防范

“黄牛”倒票，又在乘客可承受范
围之内，从而获得了公众的认可。
机票退改签收费混乱问题持续多年
且备受诟病，媒体多有曝光，消保
委也进行了调查，涉事企业却无动
于衷，依然故我收取高额的退改签
费，与铁路方面积极改进的态度相
差甚远。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
展，航空市场逐年扩大，乘飞机出行
日益呈现平民化消费趋势，民航旅
客人数逐年递增。但对于绝大部分
旅客而言，价格敏感度非常高，退改
签费用标准过高、混乱的情况，显然
是他们无法接受的，消费体验非常
差。因此，民航管理部门有必要针对
退改签费用问题进行广泛的意见征
求、调研，制订合理统一的收费标
准，改变目前混乱的局面，维护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

机票退改签应统一收费标准

（（图片据图片据《《法制晚报法制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