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奥体中心项目简易公园工程已由宁波市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14】280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
为宁波奥体中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招标人为宁波奥体中心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招标代理人为宁波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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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位于江北区洪塘街道，东至洪塘西路，南临姚江、

西至广元路、北至北外环快速路。
建设规模：总用地面积为241775.39平方米。
招标控制价：51761625元。
计划工期：150日历天。
招标范围：本项目简易公园工程施工。
标段划分：1个标段
质量要求：按国家施工验收规范一次性验收合格标准。
安全要求：合格。
3.申请人资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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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本次招标要求申请人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

一级及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
能力；

3.1.3 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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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及以上信用等级（以资格预审申请截止
之日所在季度的系统查询的施工信用等级为准）。

3.1.4 企业注册地在浙江省行政区域以外的申请人，须通过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备案登记；

3.1.5 申请人须在系统录入信息的，相关内容应在系统中审
核通过；

3.1.6人工工资担保须在系统中显示：
①已在宁波市行政区域内审核通过（适用于企业注册地为

宁波大市范围内的申请人）；
②已在宁波市海曙、江北、鄞州任一一区审核通过（适用于

企业注册地为宁波大市范围外的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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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建造师一级资格（含临

时建造师，临时建造师不得超过 60周岁），注册专业为市政公用
工程，且具备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证）；

3.2.2 拟派项目经理须在系统录入信息的，相关内容应在系
统中审核通过；

3.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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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申请。
3.5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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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申请人、法定代表人及其拟派项目经理不得为失信被执
行人。招标代理人对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失信
信息进行查询（具体以资格预审申请当天“信用中国”网站www.

creditchina.gov.cn 查询为准），若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则否决其资
格预审申请。若在资格预审申请当天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无法
查询且一时无法恢复的，可在入围通知书发出前对入围单位进
行查询，如入围单位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则取消入围资格，后续
投标人不再递补。

3.7申请人、法定代表人及其拟派项目经理经检察院查询近
三年（2015 年 1 月 1 日至今）无行贿犯罪记录。资格预审结束后，
招标代理人将对入围单位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进行
查询，如入围单位或其法定代表人或拟派项目经理存在行贿犯
罪档案记录的，则取消入围资格，后续投标人不再递补。

4.资格预审方法
4.1本项目采用的资格预审方法为有限数量制。
4.2潜在投标人数量要求入围11家。
5.资格预审文件的获取
5.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8年 5月 14日到 2018年 5月

22日 16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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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招标（资格预审）文件。未购买资
格预审文件的申请人，招标（代理）人将不予接收其资格预审申请
文件。

5.2招标文件下载费用300元。
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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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招标（资格预审）文件，有意参加

资格预审申请的交易单位在网上下载招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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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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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温馨提示：凡受到相关行政监督部门限制投标的企业，请
慎重购买。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机构联系。

6.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递交
6.1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18年5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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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预审申请文件，
招标人不予受理。

6.3本项目为网上招投标项目，电子档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须
在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上传至宁波市公共资源网
上交易暨电子监察系统，否则其资格预审申请将不予受理。申请
人须按在参加资格预审申请时携带单位IC卡和“电子密钥”。

6.4申请人可提交备份的电子档投标文件，光盘或 U盘形式
均可，如提交备份的电子档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应单独包封，并在
包封上正确标明招标工程名称、投标人名称等内容，并在资格预
审申请截止时间前提交。

7.招标公告发布
本次资格预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

站、宁波日报和中国宁波网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奥体中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宁波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世纪大道北段555号温州银行大厦20楼2017
联系人：周立颖
电话：87298907

宁波奥体中心项目简易公园工程施工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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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王
伊婧） 桥南老人凌近仁是宁波书画
艺术界名家。昨日，记载有凌近仁
的《慈水凌氏宗谱》由其侄子凌多
德捐赠天一阁，此次捐赠的家谱补
充、完善了天一阁的典藏。

凌近仁(1910 年—1995 年)是慈
城人，书法正草隶篆皆善，以行草
见长。擅长山水，善画花卉，尤擅
松、梅、竹、菊、荷，画作浑厚滋
润，富有变化。他曾问学于吴昌
硕、诸闻韵等海上画坛名家，还曾
向隐居在上海的宁波籍画家赵叔孺
学习，他也是浙东书风承上启下者
钱罕的弟子。凌近仁生前为中国书
协会员，曾任宁波市政协书画院院
长、宁波市首届美协主席等。

凌 近 仁 是 天 一 阁 的 “ 老 朋
友”，阁内有他书写的鲒埼亭、西
园横额，收藏有他的春帆细雨图
轴、红梅图轴、长春不老图轴等。
2006 年，天一阁曾在云在楼举办

《俞福海藏凌近仁书画展》。2009
年，凌近仁书画作品展在宁波美术
馆举行，纪念这位德艺双馨的老艺
术家诞辰100周年。

“前段时间，在美国和北京的
凌家后人来到老家，祭拜了凌氏宗
祠，说到家谱的时候，都表示想要
一份带回去。”昨日，凌近仁的侄
子凌多德在慈城日新路 13 号说起
捐赠缘由，“家里的这两册 《慈水
凌氏宗谱》，是我父亲传下来的。
我父亲是凌近仁的弟弟。”

凌多德说，早些年堂兄问他父
亲借阅 《慈水凌氏宗谱》，后来放
在自家阁楼，没想到阁楼漏水打湿
了家谱。堂兄用煤油灯想把家谱烘
干，不慎烧着了家谱。“后来慈城
地方文化研究专家钱文华来我家，
我把家谱给他看，他说只有天一阁
才能救这两册家谱。”凌多德联系

了天一阁表达了捐赠意愿，“由天
一阁保管，那是最好的了。”

回忆起凌近仁，凌多德说，他
曾陪着老先生去天一阁，“20 世纪
80 年代初，有很多日本游客来参
观天一阁，那时候天一阁有书画
社，老先生经常去那里写书法、画
画。天一阁给稿费他也不要，说有
退休工资够了。他还经常住在天一
阁。”因此，凌多德觉得把家谱捐

给天一阁，是一件幸事。
昨日呈现在天一阁两位专家面

前的两册家谱，其中一册上书《慈
水凌氏宗谱》，另一册只能看到残
破的祖先图。天一阁博物馆典藏研
究部主任饶国庆说：“纸张揭开的
难度很大，拼接的难度也非常大。
我们需要制定一个修复方案，不能
随便一修了事。”在家谱中，饶国
庆找到了与凌近仁相关的内容，这

本家谱修到了凌氏第二十二世，凌
近仁属于第二十一世。

饶国庆表示，天一阁正在筹建
浙东家谱文献馆，近年来征集了不
少新老家谱，“每年有 10 来册捐赠
的老家谱需要修复，这些家谱都很
有价值。记载有凌近仁先生的《慈水
凌氏宗谱》抄本，破损实在太严重
了，要进行抢救性修复，我们一定会
克服各种困难，将家谱还原出来。”

甬上书画名家凌近仁家谱入藏天一阁

图为两位专家接收家谱。 （陈 青 摄）

本报讯 （记者周燕波） 记者
昨日获悉，根据路遥获茅盾文学
奖 的 长 篇 小 说 改 编 的 同 名 话 剧

《平凡的世界》 将于 5 月 18 日、19
日在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连演两
场。

《平凡的世界》以20世纪70年
代中期到 80 年代中期十年间中国
城乡变革为背景，呈现了孙家两兄
弟孙少安、孙少平等一群普通人的

劳动与爱情、挫折与追求、痛苦与
欢乐、日常生活与社会变革纷繁交
织的历史画面。小说于 1986 年出
版后，曾对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产
生过巨大的影响。据书籍销售、阅
读排行榜显示，30多年来，《平凡
的世界》长期占据各大书店畅销书
排行榜前十名的位置，也是大学生
最喜爱的书籍之一。小说两次被改
编成电视连续剧，获得较好反响。

尤其是 2015 年推出的 56 集连续剧
《平凡的世界》 更是成为一播再播
的热门剧，并先后获得全国“五个
一工程奖”、飞天奖、金鹰奖等重
量级奖项。

记者了解到，这是《平凡的世
界》第一次被改编成话剧。小说有
100 多万字，而整部话剧时长仅
195 分钟，这对话剧创排人员来说
难度不小。据该剧运营负责人余恩

介绍，为了打造这部话剧，剧组演
员深入陕北农村 3个月，体验那个
时代的老百姓的真实生活，历时近
一年时间才完成了这部力作。余恩
说：“ 《平凡的世界》 作为 2018年
的开年大戏，曾在北京登上国家大
剧院，后来又在哈尔滨、上海等城
市巡演，均获得了热烈的反响。我
们定下了 3 年全国各地巡演 200 场
的计划，今年将实现 50 多场的巡
演目标。我们期待着宁波的观众对
这部精品话剧给予更多关注。”他
还透露，明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诞生 70 周年献礼精品剧目，他们
计划把《平凡的世界》带到欧洲国
家去巡演。

展现黄土地上老百姓的悲欢苦乐
路遥同名小说改编的大型话剧《平凡的世界》将来甬演出

本报讯 （记者林海 海曙记
者站朱尹莹） 记者昨日获悉，腾
隆户外杯 2018“一带一路”中国
宁波国际攀岩大师赛 5 月 26 日至
27 日将在海曙区鄞江攀岩公园举
行。赛事由中国登山协会、浙江省
体育局共同主办，宁波市体育局和
海曙区人民政府共同承办。

“一带一路”国际攀岩大师赛
是中国登山协会打造的特色赛事，
比赛设男、女速度赛和难度赛等 4

个项目。速度攀岩男子世界冠军钟
齐鑫、速度攀岩女子亚洲冠军何翠
莲、全运会冠军瞿海滨以及比利时
运动员 Berthe Sebastien、澳大利
亚运动员 Emma Horan、保加利
亚运动员 Milcho Kyurkchiev 等
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92位攀岩
高手将齐聚甬城。

据组委会介绍，宁波市和海
曙区计划连续举办三届“一带一
路”中国宁波国际攀岩大师赛。

“一带一路”国际攀岩大师赛首站落户宁波

92位攀岩高手鄞江一较高下

本报讯（记者姬联锋 通讯员
郑莹）全国拳击锦标赛重庆站比赛日
前在重庆荣昌区体育馆落幕，来自全
国各地39支代表队的281名选手参
赛。代表浙江队参赛的宁波体工大队

女拳手叶金获得了69公斤级亚军。
出生于 1998年的叶金是建德

人，2011 年进入宁波体工大队，跟
随教练田东进行训练。2016 年，她
获得了全国青年锦标赛冠军。

全国拳击锦标赛重庆站比赛落幕

宁波女拳手叶金获69公斤级亚军

本报讯 （记者林海 通讯员
郑莹） 近日，亚运会攀岩项目中
国队参赛名单出炉，宁波市体工
大队运动员钟齐鑫和何翠莲顺利
入选，他们将代表中国队参加速
度个人及接力赛的比赛。

亚运会攀岩项目中国队参赛
名单——全能赛：男子：潘愚

非、马自达，女子：仁青拉姆、
蒋融；速度个人赛：男子：钟齐
鑫、黎金鑫，女子：宋懿龄、何
翠莲；速度接力赛：男子：钟齐
鑫、黎金鑫、欧志勇、李光峰、
梁荣琪、林鹏辉、段煜荣，女
子：宋懿龄、何翠莲、牛笛、倪
明薇、潘旭华、邱海梅、邓丽娟。

亚运会中国攀岩队阵容公布

宁波钟齐鑫何翠莲入选

本报讯（记者姬联锋 通讯员
忻志华） 2018赛季城市围棋联赛将
于5月18日在广西柳州揭幕，来自
4 大洲 7 个国家的 32 支队伍参赛，
宁波队由古力领衔。

宁波疏浅围棋俱乐部队今年是
第二次征战这项赛事。“我们邀请
到了古力九段，整体实力会比去年
更强一些。新赛季目标当然还是冠
军。”宁波疏浅俱乐部投资人杜竹
欣对新赛季充满信心。马晓春、刘
小光、曹大元、古力、时越、檀啸
等众多九段棋手纷纷加盟，让新赛
季的竞争更加激烈。其中柳州、法

国巴黎、福州、绍兴 4个俱乐部是
本赛季出现的新面孔。

去年宁波疏浅队意外止步于八
强，让人有些遗憾。本赛季，宁
波疏浅队阵容强大。世界冠军檀
啸九段是主教练兼队员，世界冠
军朴文垚九段是教练，还有八届
世 界 冠 军 古 力 九 段 ， 王 亦 民 七
段、王雷六段、杨冬四段、伊凌
涛四段、苏广悦七段、包家恩六
段等。新赛季揭幕战宁波疏浅队
的出场名单已经确定：总教练兼
队员檀啸、古力、王雷、伊凌涛以
及女将储可儿。

“去年几次宁波主场比赛，有
六百名业余选手和华学明、檀啸等
一流选手进行了面对面互动。”杜
竹欣希望借助这项比赛提升宁波围
棋的整体水平。

城市围棋联赛是在中国体育改
革、全民健身和文化体育产业发展
大背景下诞生的国际性围棋联赛，
是首个采取全市场化运作方式组
织、具有自主品牌的大型围棋赛
事。自2015年6月创办以来，城市
围棋联赛已成长为国内规模最大、
覆盖区域最广、比赛场数最多和参
与人数最多的围棋联赛。

城市围棋联赛本周柳州揭幕

古力领衔宁波队冲击冠军

本报讯（记者林海 北仑记者
站陈盛竹） 昨晚，在首届世界女排
联赛第一站——宁波北仑站的比赛
中，中国队以 2517、2515 和
2511 战胜多米尼加队，轻松取
得开门红。

此役中国队的首发阵容是主攻
刘晓彤、李盈莹，副攻袁心玥、王
媛媛，接应二传杨方旭，二传丁霞
和自由人林莉。李盈莹和刘晓彤搭
档主攻，基本上发挥出了水平。李
盈莹拿下全队最高的 17 分，进攻
成功率近 50% （31 扣 15 中 1 拦网 1
发球）。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郎平对此点评说：“新老队员同时
上场，新队员打得比较专注。”对
于接应二传杨方旭的场上表现，郎
平表示：“今天打得不错，发挥出
了 70%的水平。在来回球的较量
中，她传出了很多好球。”

至于自己的身体状况，郎平表
示，“现在腿恢复得还不错，但不
能说 100%恢复了。作为教练，在
比赛场上可以选择坐或者站，没有
大的问题。”

在 15 日下午率先进行的一场
比赛中，金软景领衔的韩国队爆
冷，03 完败以年轻选手为主的
比利时队，三局比分为 18 25、
2225和2125。

世界女排联赛宁波北仑站

中国队3:0胜多米尼加队

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通讯员
徐良）一个乌克兰画家在宁波待了
21 天，回去后画了几十幅以宁波
风景名胜为素材的油画和墨画。昨
天，他带着这些作品再次来到宁
波，在美术馆展出。

据了解，这位乌克兰画家名为
阿勒焦姆·塔尔斯图新，1981 年出
生于克里木半岛（乌克兰），是乌克
兰画家联盟成员。他的作品在欧
洲、美国有一定的知名度。2016
年，他与另外三位画家在宁波美术
馆举办了一场画展。画展期间，他
被宁波的现代文明和传统文化吸
引，迟迟没有回国。在宁波朋友储

枫雷的帮助下，他在宁波采风 20
多天，走访了宁波许多名胜古迹。
宁波的秀美山川和灿烂文化深深
打动了这位乌克兰画家。回国后，
阿勒焦姆·塔尔斯图新萌发了强烈
的创作欲望，灵感倾泻而出，他以
对大自然诗意般的理解，用自己独
特的创作风格，画出了一批以宁波
为题材的优秀作品。

昨天，阿勒焦姆·塔尔斯图新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非常喜欢宁
波这座城市，宁波不仅历史悠久、
人文荟萃，而且欣欣向荣，充满活
力。他期待能以文化艺术为桥梁，
促进两地人民的交流。

乌克兰画家笔下的宁波有着独特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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