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姚江南岸滨江休闲带（机场路-青林渡路）工程

已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15]489号批准建
设，项目业主为宁波城市交通建设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由
市、区两级筹措解决（资金来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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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类别）进行公开招标。特
邀请有兴趣的潜在投标人(以下简称申请人)提出资格预审申请。

２.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位于姚江南岸，东起青林渡路，西至机场路，南

至规划姚江东路。
建设规模：长度约为 1686 米，滨江绿带平均宽度约 120m，

总用地面积170945平方米。
招标控制价：209552645元。
计划工期：540日历天。
招标范围：景观绿化工程、桥梁及通道工程、建筑工程（含

地下车库）、给排水工程、驳岸改建工程及附属工程等施工。
标段划分：1个标段。
质量要求：按国家施工质量验收规范一次性验收合格。
安全要求：合格，并确保宁波市建筑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

工地。。
3.投标人资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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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具备①市政公用工程施

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资质和②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
上资质；或由具备上述①②资质单位组成的联合体；

3.1.3投标申请人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
登记信息的，其相关内容已经该系统审核通过；

3.1.4投标申请人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
具有施工信用等级的须为C级及以上（以资格预审之日所在季
度的企业信用评价等级为准）；

3.1.5投标申请人无不良行为记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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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企业注册地在浙江省行政区域以外的投标申请人已
通过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备案登记。

3.1.7投标申请人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
登记信息的，人工工资担保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
系统里显示：

（1）已在宁波市行政区域内审核通过（适用于企业注册地
在宁波大市范围内的申请人）；

（2）已在宁波市海曙、江北、鄞州任一区审核通过（适用于
企业注册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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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临时建造

师，年龄需在60周岁以下）壹级，并具有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B证），并在有效期内；注册专业市政公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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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登记信息的，其相关内容已经该系统审核通过；

3.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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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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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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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2015年1月1日至今）无行贿犯
罪记录。产生中标候选人后，招标代理人将在公示前对中标候
选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进行查询，若存在失信被
执行人信息或行贿犯罪档案记录的，将取消中标候选人资格，
本项目重新组织招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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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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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申请，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
下列要求：联合体牵头人应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
及以上资质，项目经理由联合体牵头人派遣。

3.4投标人要求澄清资格预审文件的截止时间：2018年6月
1日17:00。

如联合体投标的，除非另有规定和说明，本资格预审文件
中的“申请人”一词亦指联合体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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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日到 2018 年 6

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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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资格预审文件。

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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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招标（资格预审）文件下载费用300元。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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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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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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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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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标（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6 月 5

日 9 时 30 分，地点为宁波市行政服务中心 4 楼（宁波市宁穿路 1901
号，具体会议室详见当天电子指示屏）

6.2本项目为网上招投标项目，电子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须在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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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ggzy.bidding.gov.cn:60822/t9/login.jsp）,否则其申请被拒绝。申请人
须携带生成加密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所用的电子密钥（CA锁）。

6.3申请人可另外提交备份的电子资格预审申请文件，U盘或光
盘形式。如提交备份的电子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应单独包封，并在包
封上正确标明招标工程名称、申请人名称等内容。在申请截止时间前
提交。

6.4宁波市公共资源网上交易暨电子监察系统下载的电子资格
预审申请文件由于系统原因无法读取的，方可从申请人现场提交的
备份电子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光盘或 U盘）中打开读取，现场提交的
备份电子资格预审文件应与宁波市公共资源网上交易暨电子监察系
统下载电子资格预审申请文件保持一致，备份文件无法读取的，则按
否决投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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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宁波日报

和中国宁波网（www.cnnb.com.cn）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城市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鄞州区松下街595号
联系人：胡工
招标代理机构： 宁波世明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中山东路796号东航大厦1911
联系人：陈文昌、周旭东
电话：0574-87284375
传真：0574-87680182

姚江南岸滨江休闲带（机场路-青林渡路）工程资格预审公告

宁波美艳设计周，为当下生活
提供杰出的家居产品和装饰解决
方案。本周末，鼎天装饰汇聚室内
设计师、软装设计师、产品设计师
等大咖，从空间规划，到软饰搭配，
到家具定制，为业主全方位设计当
潮时尚生活空间。

一切美好，从省钱开始
在美艳设计周，省下钱，成就

时尚装修。活动前（27 日前），到鼎
天预存 50元订金，就可收获贵宾卡
一张，享受订金 20 倍升值。活动当
天，预存装修工程款，存 1 万抵 2
万；下定还享有砸金蛋赢免单大奖
和整点抽大奖机会，有品牌冰箱、
洗衣机、液晶电视等丰厚奖品恭

候。活动还与佰丽家居美学深度合作，
推出全屋家具套餐价、整体家居产品
满送装修抵用款等内容，整体装修费
用起码省下3万-5万。

鼎天装饰的装修省钱模式，还有
全案定制套餐。美艳1号、美艳5号、美
艳 8 号、美艳 999 等鼎天系套餐，正把
装修带向“简单一点”的幸福模式，而
且在有效整合装修资源、流程和时间
下，实现比常规装修节省费用400元-
500 元/平方米。鼎天美艳套餐已是都
市白领、经典婚房、大平层及改善型装
修业主的首选。鼎天装饰也成功晋升
首批浙江省住宅全装修产业链示范企
业，已参与了金茂府、欢乐海岸、万科
东望、华茂悦峰、金盛金磐等高端精装
修楼盘后期的精装修改造及整体家
居、软装定制服务。

精致服务，从整装开始
美艳设计周，鼎天装饰以精致服

务款待客人。除了提供优秀设计和施
工品质，鼎天装饰还外延了更多的功
能服务，以满足客户的不同需求：打造
整体家居服务平台，实现硬软装的无
缝衔接；提供整体家具、软装定制等服
务，给予客户更贴身和审美的产品；推
出精装修房改造服务，解决精装修房

业主的个性化需求等等。
在美艳设计周，鼎天装饰还为客户

整理江湾城、银泰城、风格首岸、金地悦
江来、宏泰风花树、公园 1872、青林湾、
公园世家、寰宇天下、美的蝴蝶海、奥莱
公园、江山万里、雅戈尔明洲、维科东
院、印象巴黎、绿地海外滩、风格尚品、
东方一品、维科馨院、苏园、印象外滩、
景瑞望府、缔壹城、荣安心居、保利城等
甬城众多小区的经典装修案例，以供鉴
赏；并安排客户实地踏访在建工地，深
入工地现场了解施工品质。

5月 27日，美艳装修，从设计出发，
从服务深化。

宁波美艳设计周家装博览会
5·27，鼎天装饰让生活更出彩

5月 27日（周日）9：00-17：00，凯
洲大酒店二楼聚龙轩，【鼎天装饰美
艳设计周】，现场限量征集前 100 套
【美艳】样板房，鼎天至尊工作室、金
牌施工团队以成本价，联手打造完美
家装样板工程。现场还尊享一站式家
装建材购齐服务，百万元福利，感恩
敬献！

样板房报名热线：87371629
贵宾热线：87371699

特别预告

5 月 28 日至 6 月 11 日，国家生态环境部、住房城

乡建设部专项行动督查组将对我市开展“城市黑臭水

体 整 治 环 境 保 护 专 项 督

查”。我市已设立电话热线

（0574-89283546），以及微

信公众号，欢迎广大市民

积极举报，参与全市黑臭

水体整治。

宁波市五水共治工作

领导小组 （河长制） 办公

室

2018年5月22日

关于“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环境
保护专项督查举报”的公示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地址：宁波江北区宁镇公路490号（三官堂） 电话：87666188

日期：2018年5月24日

物资名称
细木工板
集成板
向天板
水曲柳
宝石檀

千年舟1.7指接板
千年舟细木板
千年舟生态板

千年舟复合指接板

千年舟饰面板
(浮雕水曲柳)

千年舟欧松板
千年舟阻燃板

千年舟负离子板
金刚柚
橡木
榆木

美木豆
二翅豆

1.7集成板
1.7木工板

生态板5mm/9mm/17mm

多层板3mm/5mm/9mm/
12mm/15mm/18mm

圣戈班·杰科石膏板
浮雕3D面板

工程板16mm/17mm/9cm
因行情变化，以当日报价为准。产品种类繁多，欢迎垂询、交易。

规格型号
122*244
122*244
122*244
122*244
122*244
122*244
122*244
122*244
122*244

122*244

122*244
122*244
122*244
91*125
91*125
91*125
91*125
91*125

122*244 E1/EO
122*244 E1/EO/方

122*244 E1(各种花纹)

122*244 E1/E0/贴面

120*240
122*244 （各种花纹）

122*244

产地
德清
德清
德清
德清
德清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美国
美国
印尼
巴西
巴西
德清
德清
德清

德清

法国
德清
德清

价格
165元
168元
190元
90元
80元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联系电话
13906616438
13906616438
13906616438
13906616438
13906616438
13805844026
13805844026
13805844026
13805844026

13805844026

13805844026
13805844026
13805844026

87904984
87904984
87904984
87904984
87904984
87906058
87906058
87906058

87906058

87906058
87906058
87906058

华东物资城浙甬市场（板材）价格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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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朝鲜丰溪里 5月 24日
电 （记者李拯宇 程大雨 刘艳
霞） 朝鲜 24 日在咸镜北道吉州郡
的丰溪里核试验场对多条坑道和
附属设施进行爆破，并宣布正式
废弃这座核试验场。

当天上午，朝鲜核武器研究
所副所长在核试验场向朝鲜、中
国、俄罗斯、美国、英国和韩国
媒体记者表示，根据朝鲜劳动党
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核武器研究
所中止了所有核试验活动并着手
废弃丰溪里核试验场。他说，核
试验场共有 4条坑道，一号坑道在
2006 年进行第一次核试验后已被
炸毁废弃。2009 年至 2017 年进行
第二次至第六次核试验的二号坑
道以及已经完工并随时可以用于
核试验的三号和四号坑道，将采
取坑道内部和入口多点同时爆破
方式进行破坏并在爆破前邀请记
者到坑道入口现场采访。

当地时间 11 时 （北京时间 10
时） 起，在一阵阵沉闷的爆炸声
中，朝方先后对二号、四号、三
号坑道进行了爆破，并分批炸毁
场内十多幢用于观测、研究、警
备等目的的地面建筑物。

爆破活动结束后，核武器研
究所副所长在被炸毁的坑道入口
发表声明，宣布当天各项爆破作
业成功，确认完全没有放射性物
质泄漏，也没有对周边生态环境

带来任何负面影响。
声明强调，以透明方式废弃核试

验场，是朝鲜政府为了半岛和世界和
平安全而主动采取的努力。朝鲜中止
核试验是为了推动世界核裁军进程，
朝鲜将继续为了实现全球无核化与
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携手共进。

这位副所长说，在完成爆破

作业后，朝方将撤离所有剩余人
员，正式废弃核试验场并封闭试
验场及周边区域。

来自中国、俄罗斯、美国、
英国、韩国的 10 家海外媒体记者
组成的国际记者团在现场对爆破
拆除活动进行了采访。

200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9 月 ，

朝鲜先后在丰溪里试验场进行了 6
次核试验。

今年4月20日召开的朝鲜劳动
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
会议决定，从次日起朝鲜将中止
核 试 验 与 洲 际 弹 道 导 弹 发 射 试
验 ； 为 保 证 中 止 核 试 验 的 透 明
性，朝鲜将废弃北部核试验场。

朝鲜废弃丰溪里核试验场

这张数字地球公司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的是朝鲜东北部的丰溪里核试验场。 （新华社发）

新华社华盛顿 5 月 23 日电
（记者高攀 江宇娟） 美国总统特
朗普 23日指示商务部长罗斯考虑
对进口汽车及零配件启动所谓的

“232 调查”。此举可能会招致美
国贸易伙伴的强烈反对。

白宫当晚发布声明说，特朗
普与罗斯当天讨论了目前美国汽
车业的状况，特朗普已指示罗斯
考虑启动“232 调查”来决定进
口汽车及零配件对美国国家安全
的影响。声明指出，汽车及零配
件等核心产业对美国实力至关重
要。

根据美国 《1962 年贸易扩展
法》 第 232 条款，美国商务部有
权对进口产品是否损害美国国家
安全启动调查。此前美国商务部
曾于 2017 年 4 月分别对进口钢铁
和铝产品启动“232 调查”，今年
3 月特朗普政府决定正式对进口
钢铝产品分别加征 25％和 10％的
关税，遭到美国国内以及国际社

会的广泛反对。
据美国媒体透露，特朗普政

府此次考虑对进口汽车及零配件
启动“232 调查”，部分是为了迫
使加拿大和墨西哥在更新北美自
贸协定的谈判中让步，有关汽车
原产地规则的分歧正是导致美加
墨三国贸易谈判陷入僵局的重要
原因。美国媒体认为，上述调查
将遭到美国国会议员、国内汽车
业和贸易伙伴的强烈反对，因为
关税举措将推高美国国内汽车价
格，并减少消费者的购买选择。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高级研究员查德·鲍恩表示，美
国汽车进口主要来自墨西哥、加
拿大、欧盟、日本和韩国，对进
口汽车加征关税可能会进一步加
深美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贸
易摩擦。不少美国贸易专家认
为，美方频频启动“232 调查”
是以国家安全为名，行贸易保护
之实，有违世贸组织规则。

美欲对进口汽车及零配件
启动“232调查”

新华社特稿（王逸君） 伊朗最
高领袖大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
23 日向欧洲国家提出留在伊朗核
问题全面协议的条件，要求欧洲保
护伊朗石油销售免受美国制裁并确
保伊欧贸易。

哈梅内伊当天提出三项条件：欧
洲国家保护伊朗石油销售免受美国
制裁影响，继续购买伊朗原油；欧洲
银行保护与伊朗贸易；英国、法国和
德国承诺不寻求与伊朗谈判弹道导
弹项目和伊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

哈梅内伊说，鉴于美国“轻易
违反”国际协议，伊朗不会再与这
样的政府“打交道”。他说，美国
40年来寻求颠覆伊朗政权，“运用
一切敌对 （手段） ”打击伊朗。

本月初，美国总统唐纳德·特

朗普宣布将退出2015年7月签订的
伊核协议，恢复协议所涉对伊制
裁。涉及不同行业和领域，美国设
置90天、180天两种过渡期，制裁
将在过渡期结束后恢复。

数天前，美国国务卿迈克·蓬
佩奥向伊朗提出放弃核项目、撤离
叙利亚等 12 项要求，作为美国停
止恢复制裁的条件。

伊核协议其他签署方伊朗、英
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表
示维持协议。根据协议，伊朗承诺
限制核项目，国际社会将解除对伊
制裁，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督查伊
朗履行协议情况。

德国外交部长海科·马斯正在美
国访问，23日先后会晤美国总统国家
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和蓬佩奥。

就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如何确
保协议落实，马斯说，欧洲与美国
分歧严重。“我们离让步仍旧遥
远，”马斯说，“我们正在诉诸两条
完全不同的途径。”

马斯告诉美方官员，欧洲在支
持伊核协议方面“非常、非常团
结，这一点不会变化”，因为欧洲
担心如果撕毁协议，伊朗会重新启
动核项目，引发核武器扩散，从而

“极大损害”欧洲安全。
路透社报道，伊核协议其他签

署方定于 25 日在奥地利首都维也
纳开会，磋商如何保持协议生效，避
免外国在伊企业遭美国制裁波及。

在马斯看来，即将到来的磋商
将非常“艰辛”。欧洲国家领导人
对跨大西洋关系十分担忧，但希望

欧美关系能够经受住双方涉及伊朗
等棘手议题的分歧。

特朗普去年 1月就任以来，美
欧龃龉不断，近来围绕钢铝关税等
贸易问题交锋激烈。美国退出国际
社 会 应 对 气 候 变 化 的 《巴 黎 协
定》，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等举动引发欧洲盟友反对和批评。

维持伊核协议

伊朗向欧洲提出三项条件

新华社华盛顿 5 月 24 日电
（记者刘晨 朱东阳） 美国总统特
朗普 24日说，因近期朝鲜表示出
的“公开敌意”，他决定取消原定
于 6 月中旬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
正恩在新加坡的会晤。

白宫当天早上发布了一封特

朗普致金正恩的公开信。特朗普在
信中说，他十分期待与金正恩的会
面，但朝方在近日展现出“极大怒
气与公开敌意”，他认为当前已不
适合举行这次计划已久的会晤。

特朗普与金正恩原定 6 月 12
日在新加坡举行会晤。

特朗普宣布取消
与金正恩在新加坡的会晤

新华社洛美5月24日电（记
者肖玖阳） 瓦加杜古消息：布基
纳法索外交部长阿尔法·巴里 24
日在首都瓦加杜古召开新闻发布
会发表政府声明，宣布从即日
起，布基纳法索与台湾断绝“外

交关系”。
声明说，“断交”的决定是为

了更好地维护布基纳法索与布基
纳法索人民利益，同时也是为了
更好地促进布基纳法索以及周边
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布基纳法索外交部宣布
与台湾“断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