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 2018 年 G329 杭朱线镇海段（K181+000-

K183+400)路面养护工程已由宁波市公路管理局以甬公养﹝
2017﹞294 号批准建设，招标人为宁波市镇海区公路管理段，
建设资金来自市级补助及自筹，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项目
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２.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项目概况：G329 杭朱线镇海段 K181+000-K183+400 段

为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设计速度 80Km/h，路基宽度为 32-
34m，路幅布置形式为 3.5~4.5m辅道+11.5行车道+2.0m中央
分隔带+11.5m行车道+3.5~4.5m辅道。

招标范围：G329杭朱线镇海段 K181+000-K183+400，共
计2.4公里主线及329国道至环城北路右转车道路面养护，对
部分路段行车道路面采用改性乳化沥青超粘磨耗层进行预防
性养护施工。

工程造价：约1000万元。
本次招标施工计划工期：2个月。
工程质量：合格。
３.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公路养护二类甲级资质，

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2项目经理要求：具有公路工程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

证书（含经延续注册的临时执业证书），具有工程师及以上技
术职称，并有有效的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
合格证书（B类）

3.3近三年（自 2015年 1月 1日以来），投标人及其法定代
表人、拟委任的项目经理经宁波市行政区域内人民检察院查
询无行贿犯罪行为。

3.4 截止开标日之前投标人须在宁波市交通建设市场信
用信息管理系统完成基础信用信息录入并经审核通过，且在
宁波市交通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获得的评级信息未被
评为D级的。

3.5. 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经理无违法行为记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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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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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预中标候选人公示前经“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 查询有“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的，取消
中标候选人资格，本项目重新招标。

3.7. 列入“黑名单”的单位和个人受到限制当事人资质、
资格等方面的行政处理决定且处在处罚期的，限制其参与宁
波市公共资源交易活动；列入“黑名单”管理范围的其他行政
处理决定，限制其参与投标（具体按照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印
发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黑名单”管理办法的通知（甬政发
【2014】119号）执行）

3.8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9各投标人均可就上述标段中的1个标段投标。
3.10 投标人要求澄清招标文件的截止时间：2018 年 5 月

15日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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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到2018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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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于人民币 1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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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保函
银行保函应由投标人开立基本账户的银行开具，银行保函需

采用招标文件提供的格式（格式详见招标文件附件），且应在投标
有效期后 30 天内保持有效，招标人如按规定延长了投标有效期，
则投标保证金的有效期也相应延长。

备注：1、投标保证金采用银行电汇或银行汇票形式的，必须从
投标人基本账户汇出；2、投标保证金采用银行保函形式的，银行保
函原件应装订在投标文件的正本之中；3、将投标人基本账户开户
许可证复印件编入投标文件中。

5.2保证金到账截止日期：2018年5月31日16:00（北京时间，以
资金到账时间为准）。退还时间详见“投标人须知”第3.4.3条款（银行
保函形式的不予退还），咨询电话：0574－87861127（中国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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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05 日 9 时 30 分，地点为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宁波市宁穿路 1901
号市行政服务中心四楼，具体受理场所安排详见电子指示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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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宁波日报上

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镇海区公路管理段
地址：镇海区镇骆东路388号
联系人：朱静伟 电话：0574-86285216
招标代理机构：宁波欣达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高新区菁华路188号甬港现代铭楼B座509室
联系人：朱张杰 电话：0574-87464363 传真：0574-8746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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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段号

001

金额(元整)

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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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570737013

１.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 2018 年 S320 骆霞线镇海段（K7+700-K11+

000）路面预防性养护工程已由宁波市公路管理局以甬公养
〔2017〕295号批准建设，招标人为宁波市镇海区公路管理段，
建设资金来自市级补助及自筹，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项目
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２.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项目概况：S320 骆霞线镇海段（K7+700-K11+000）段为

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设计速度 80Km/h,路基宽度为 40m,路
幅布置形式为 4.75m 辅道+1.5m 侧分带+12.25m 行车道+
3.0m中央分隔带+12.25m行车道+1.5m侧分带+4.75m辅道。

招标范围：S320骆霞线镇海段 K7+700-K11+000路面进
行病害处治，并对行车道加铺路面及时进行预防性养护。

工程造价：约347万元。
本次招标施工计划工期：2个月。
工程质量：合格。
３.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公路养护二类甲级资质，

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2项目经理要求：具有公路工程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

证书（含经延续注册的临时执业证书），具有工程师及以上技
术职称，并有有效的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
合格证书（B类）

3.3近三年（自 2015年 1月 1日以来），投标人及其法定代
表人、拟委任的项目经理经宁波市行政区域内人民检察院查
询无行贿犯罪行为。

3.4 截止开标日之前投标人须在宁波市交通建设市场信
用信息管理系统完成基础信用信息录入并经审核通过，且在
宁波市交通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获得的评级信息未被
评为D级的。

3.5. 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经理无违法行为记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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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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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预中标候选人公示前经“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 查询有“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的，取消
中标候选人资格，本项目重新招标。

3.7. 列入“黑名单”的单位和个人受到限制当事人资质、
资格等方面的行政处理决定且处在处罚期的，限制其参与宁
波市公共资源交易活动；列入“黑名单”管理范围的其他行政
处理决定，限制其参与投标（具体按照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印
发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黑名单”管理办法的通知（甬政发
【2014】119号）执行）

3.8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9各投标人均可就上述标段中的1个标段投标。
3.10 投标人对招标文件异议截止时间：2018 年 5 月 15 日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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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到2018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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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于人民币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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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保函
银行保函应由投标人开立基本账户的银行开具，银行保函需

采用招标文件提供的格式（格式详见招标文件附件），且应在投标
有效期后 30天内保持有效，招标人如按规定延长了投标有效期，
则投标保证金的有效期也相应延长。

备注：1、投标保证金采用银行电汇或银行汇票形式的，必须
从投标人基本账户汇出；2、投标保证金采用银行保函形式的，银
行保函原件应装订在投标文件的正本之中；3、将投标人基本账户
开户许可证复印件编入投标文件中。

5.2保证金到账截止日期：2018年5月31日16:00（北京时间，以
资金到账时间为准）。退还时间详见本章“投标人须知”第3.4.3条款

（银行保函形式的不予退还），咨询电话：0574－87861127（中国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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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

日13时30分，地点为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宁波市宁穿路1901号
市行政服务中心四楼，具体受理场所安排详见电子指示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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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宁波日报上

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镇海区公路管理段
地址：宁波市镇海区镇骆东路388号
联系人：朱静伟
电话：0574-86285216
招标代理机构：宁波欣达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高新区菁华路188号甬港现代铭楼B座509室
联系人：朱张杰
电话：0574-87464363
传真：0574-8746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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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段号

001

金额(元整)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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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273164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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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供本报特稿（杜鹃） 朝
鲜外务省本月 12 日宣布，预计本
月 23 日至 25 日举行朝鲜北部核试
验场废弃仪式，具体时间视天气情
况而定，届时允许国际记者团现场
采访。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当天
在社交媒体“推特”回应，感谢朝
方“明智、体面之举”。韩国总统
府青瓦台发言人 13 日说，朝方有
意以行动落实上月底南北首脑会晤
时所作承诺。

【现场报道】

朝鲜中央通讯社 12 日援引朝
鲜外务省的公报报道，朝方将以爆
破方式使核试验场所有坑道坍塌，
完全封闭入口后，再拆除地面所有
观测设备、研究所和警备部队建
筑，还将撤走警备人员和研究人员
并完全封闭核试验场周边区域。

公报说，为体现废弃核试验场
的透明性，朝方将允许朝鲜国内媒
体机构和国际记者团现场采访。鉴
于核试验场狭小，国际记者团成员
只限来自中国、俄罗斯、美国、英
国和韩国的记者。

朝方将向所有国际记者提供从
中国北京赴朝鲜元山的专机。抵达

元山后，国际记者将乘特别专列赴
丰溪里。

丰溪里核试验场位于朝鲜东北
部，朝鲜6次核试验全部在那里。

公报说，鉴于核试验场位于人
迹罕至的深山沟，安排国际记者团
成员在特别专列内住宿。朝方协助
记者在现场采访和摄录试验场废弃
状况后在媒体中心发稿。

公报说，为维护朝鲜半岛与世
界的和平稳定，朝鲜将一如既往地
与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密切联系、
积极对话。

【美韩点赞】

特朗普 12日在推特留言：“朝
鲜宣布，他们将在6月12日美朝领
导人会晤前，本月废弃核试验场。
谢谢，这是非常明智和体面的举
措。”

美朝关系近期频现回暖迹象。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 9 日访
朝，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
面，领回朝方拘押的 3 名美国人。
特朗普 10 日宣布 6 月 12 日在新加
坡 与 金 正 恩 会 晤 。 蓬 佩 奥 11 日
说，如果朝鲜迈出“大胆”一步，
迅速实现无核化，美国已准备帮助
朝鲜走向繁荣。

对朝方废弃核试验场的公告，
韩国方面 12 日没有回应，13 日由
青瓦台发言人金宜谦在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欢迎。

金宜谦说，这表明朝鲜有意落
实上月底韩朝首脑会晤时达成的协
议，“不是靠说，而是靠行动”。邀
请国际记者现场报道说明朝鲜将以
透明的方式废弃核试验场。

金正恩和韩国总统文在寅 4月
27 日在朝鲜半岛军事分界线板门
店韩方一侧会晤，签署《板门店宣
言》，确认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
目标。

“美朝领导人会晤前夕，希望
这两个国家 （美朝） 领导人之间的
互信能增强，”金宜谦 13 日说，

“我们希望丰溪里坑道爆炸发出的
巨响能成为半岛无核化进程的礼
炮。”

【仍有疑虑】

一直以来，美方寻求朝方“完
全、可验证、不可逆”地放弃核武
器项目，强调关键是“可验证”。
朝韩首脑会晤当天，特朗普说，他
期待美国和朝鲜可能举行的领导人
会面有成效，美方将继续对朝方施
压，直到实现无核化。

法新社 13 日报道，一些持怀
疑态度的人说，朝鲜没有公开承诺
放弃核武库。韩联社援引韩国在野
党“自由韩国党”党首洪准杓在社
交媒体上的言论报道，朝方废弃核
试验场的决定“不是新鲜事”，重
要的是朝方如何处置核武器。

洪准杓所言“不是新鲜事”，
指的是朝方2008年6月邀几十名国
际记者赴宁边观看核反应堆冷却塔
炸毁过程。爆破完成后，朝方安排
记者前往现场实地查看爆破效果。

由朝鲜、韩国、中国、美国、
俄罗斯和日本参与的朝核问题六方
会谈促成朝鲜2007年7月宣布关闭
宁边核设施。朝鲜 2008 年 9 月宣
布，由于美国以设立针对朝鲜核申
报的验证机制为条件，拒绝把朝鲜
从“支持恐怖主义”名单中除名，
朝鲜已开始恢复宁边核设施的运
行。2008 年 10 月，时任美国总统
乔治·W·布什政府宣布把朝鲜从

“支恐”名单中除名。
2008 年 12 月朝核问题六方会

谈团长会期间，美朝无法就核验证
问题消除分歧，双方未能按照预期
就制定核验证议定书达成一致。
2009年4月，朝方宣布退出朝核问
题六方会谈并将按原状恢复已去功
能化的核设施。

朝鲜宣布本月下旬废弃北部核试验场
届时将邀国际记者团现场采访 特朗普推特点赞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张旌） 韩
国媒体 12 日援引国防部长官宋永
武的话报道，韩国如果能在 2023
年完成新一轮防务改革，届时将从
美国手中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

按韩国 《朝鲜日报》 的说法，
这是韩国军方首次公开提出收回这
一权限的确切时间。

上世纪 50 年代初以来，韩国
军队指挥权长期由驻韩美军掌握。
1994 年，韩国收回和平时期军事指
挥权，但没有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

2014 年 10 月，美韩两国在华
盛顿举行第 46 次美韩安保会议。
那次会议上，双方商定再次推迟移
交战时指挥权，从原定 2015 年 12
月1日推迟至2020年代中期。

文在寅竞选总统期间，承诺在
任期内收回战时指挥权。韩国军方
先前提议，力争2025年至2026年收
回这一权限。

韩拟在2023年
收回战时指挥权

据新华社雅加达 5月 13日
电 印 度 尼 西 亚 警 方 13 日 确
认，印尼东爪哇省首府泗水市当
天早上发生的 3起教堂袭击事件
已致8人死亡、38人受伤。

东爪哇省警察局发言人弗兰
斯对当地媒体说，当地时间早上7
时左右，泗水市3所教堂先后遭到
自杀式爆炸袭击，死亡人数已上
升到8人，其中发生在圣玛利亚教
堂的袭击事件致4人死亡，另外两
所教堂袭击事件分别致2人死亡，
受伤人员已被送往医院救治。

来自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的消
息说，暂无中国公民在爆炸事件
中伤亡的报告。

截至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
个人宣称制造了袭击事件。

印尼警方称，袭击事件可能
是印尼的极端组织“唯一真主游
击队”所为。

印尼3座教堂连发爆炸袭击
已致46人伤亡

5月 13日，在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省泗水市，消防员在发生爆炸的教
堂附近工作。 （新华社/路透）

新华社巴黎5月12日电（记
者韩冰 应强） 法国巴黎 12日晚
发生的持刀袭击事件已造成包括
袭击者在内的 2 人死亡、4 人受
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称
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

法国巴黎检察官弗朗索瓦·
莫兰 12日午夜在袭击事件现场召
开新闻发布会说，多位目击者证
实袭击者在行凶时高呼宗教口
号，考虑到袭击者的行为方式，
巴黎检察院反恐部门已展开调查。

法国媒体报道说，极端组织“伊
斯兰国”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
但尚未确认袭击者具体身份。

新华社记者在现场看到，警
方封锁了事发现场，一些荷枪实
弹的警察在附近维持秩序，不时
有警车和救护车驶入。

袭 击 地 点 位 于 首 都 巴 黎 2
区，距离著名景点巴黎歌剧院仅
几百米。巴黎歌剧院附近有商业
街，是人群非常密集的地区。

法国总统马克龙 12日晚在社
交媒体推特上向此次袭击事件受

害者表示慰问和哀悼，并向击毙
歹徒的警察致敬。他说，法国不
会向极端分子低头，“法国再次付
出了血的代价，但丝毫不会向自
由之敌退让”。

新华社巴黎5月13日电（记
者韩冰 应强） 新华社记者 13日
从中国驻法国大使馆获悉，在 12
日晚法国巴黎歌剧院附近发生的
持刀袭击事件中，有一名中国公
民受伤。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 13日在其
官方网站上发布消息说，案发
后，使馆高度重视，立即启动应
急机制。使馆领事部负责人在向
警方了解核实情况后于 13日凌晨
前往医院看望受伤的中国公民。
目前，伤者已无生命危险。

自 2015 年 1 月巴黎发生 《查
理周刊》 恐怖袭击事件后，法国
一直面临严峻的反恐形势。今年
3 月 23 日，一名持有武器的恐怖
分子在法国南部奥德省的卡尔卡
松市和特雷布镇制造恐怖袭击，
导致4人丧生，10余人受伤。

巴黎持刀袭击事件致两人死亡

有一名中国公民受伤
“伊斯兰国”宣称制造了此事件

新华社华盛顿 5 月 12 日电
（记者刘晨 朱东阳） 中国驻美国
大使崔天凯日前在华盛顿参加活
动时表示，美国有些人对“中国制
造2025”表示担忧，这是不必要的。

崔天凯 11日在参加美国智库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举办的

“中美关系 40 年”研讨会时说，
世界各国无论大小，都希望在高
科技领域争取领先优势，中国也
不例外，这是完全正常的。“中国
制造 2025”是中国为自身产业发
展设定的目标，但并不意味着中
国实现这些目标是以排除其他国
家为代价的。事实上这一计划对
中国企业、美国和世界各国企业
都是开放的。

崔天凯说，当前中美经贸问
题十分突出，对此双方应平衡照
顾彼此利益关切，妥善管控分
歧。我们也许无法一次性解决所
有问题，但可以先找到解决短期
问题的办法，同时寻找解决中长
期结构性问题的出路。

崔天凯说，中美之间虽然存
在贸易不平衡问题。当前双方经
贸团队正在就此努力协商谈判，
相信只要双方坚持照顾彼此关

切，就能够找到妥善的解决办法。
对于有美国人担心中国改革

开放进程放慢的问题，崔天凯表
示，过去 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
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
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
开放条件下进行。他说，中国目
前很多高科技领域还处在追赶态
势，我们深知只有坚持对外开
放、和其他国家学习互鉴才能取
得更大发展。

他同时指出，当今世界，一
个国家可能在一段时间在某些领
域处于领先地位，但不可能在所有
领域长期保持领先优势。随着时间
推移，只要有公平竞争，总会有别
的国家追赶上来。今天，美国仍然
对中国实行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
如果美国既不卖给中国高技术产
品，又不让中国自己研发制造，那
么中国产业的出路何在。

崔天凯表示，过去 40 年来，
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一直是中美
关系的稳定器和推进器。中美两
国经济紧密融合，两国宏观经济
的好坏对彼此至关重要。中国衷
心希望美国经济持续繁荣，美国
同样从中国经济发展中获益。

中国驻美大使表示

美担忧“中国制造2025”毫无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