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中宅矿石码头二期工

程已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17】80 号
文件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建设
资金来自建设单位自筹，招标人为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
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交工质量评定检测
进行公开招标，实行资格后审，具体审查条件详见附表。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建设地点：宁波北仑区郭巨镇穿山半岛北侧；
2.2 建设规模：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 30 万吨级卸

船泊位（水工结构按靠泊 40 万吨级散货船设计）1 个、5 万吨
级装船泊位（水工结构按靠泊 7 万吨级散货船设计）1 个、3.5
万吨级装船泊位（水工结构按靠泊5万吨级散货船设计）1个，
并对现有中宅煤炭码头卸船泊位的共用结构段按靠泊 40万
吨散货船进行加固。同时，新建引桥 1座、堆场 2幅，并配套建
设道路、隧道等生产生活辅助设施；

2.3试验检测服务期：合同签订至所有试验检测报告提交
并通过交工质量评定备案止；

2.4招标范围：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中宅矿石码头二期
工程码头、引桥、道路堆场、房建（构筑物）等的交工质量评定
检测，详见工程量清单；

2.5招标控制价：150万元；
2.6试验检测标段划分：1个。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资质要求：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

其本身或内设机构具有交通运输部门颁发的水运工程结构
乙级及以上试验检测等级证书（等级证书中须包含拟承担实
体检测项目）且通过省级及以上计量行政部门计量认证且认
证参数中包含拟承担的实体检测项目（有效期内）的检测机
构；列入浙江省交通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检测机构名录（浙交
监〔2015〕90号）；并在人员组成结构、业绩、试验检测设备、履

约信誉等方面满足强制性资格条件要求。
3.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其他要求：

（1）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不得为失
信被执行人。产生预中标候选人后，招标代理人在公示前对
预中标候选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失信信息进
行查询（以“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 查询为
准），若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将取消预中标候选人资格并重新
组织招标。

（2）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经宁波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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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预中标候选人后，预中标候选人应在公示前提供《查
询申请函》至招标代理人。招标代理人对预中标候选人及其
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相关信息提交宁波市人民检察
院查询。若存在行贿犯罪记录的，将取消预中标候选人资格
并重新组织招标（《查询申请函》按招标文件格式填写）。

（3）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
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
或者存在控股（含法定代表人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
不得同时参加同一标段投标，否则均按否决投标处理。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8年5月25日至2018年6

月12日16时00分（以下载成功时间为准）登录宁波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bidding.gov.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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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不退。
4.3招标文件质疑截止时间：2018年 6月 5日 17时 00分，

建议投标人在招标文件质疑截止时间前下载招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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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招标文件，有意参加投标申请

者在网上购买文件前，须先办理《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证》。
详情请登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bid-
d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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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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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叁万元整
5.2投标保证金缴纳形式：①：银行电汇直接缴入以下账户。

保证金到账截止日期：2018年 6月 12日 16时 0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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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保函
银行保函应由投标人开立基本账户的银行出具，银行保

函需采用招标文件提供的格式，且应在投标有效期满后30天
内保持有效，招标人如果延长了投标有效期，则投标保证金
的有效期也相应延长。

形式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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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1、以上投标保证金缴纳形式投标人可任选其一。

2、投标人须将投标保证金银行支付回单及基本账户开
户许可证复印件编入投标文件中；投标保证金采用保险保单
形式或银行保函形式的，保险保单复印件或银行保函复印件
编入投标文件中，同时将保险保单正本原件或银行保函原件
在提交投标文件时一起提交给招标（代理）人。

6．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6.1招标人不统一组织投标人进行现场踏勘，不召开投标

预备会，投标人如需要可自行前往现场踏勘。
6.2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18年 6月 15日 9时 30分，地点为宁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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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当日公告栏）。

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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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开标时间同投标截止时间。
7．发布公告的媒介
7.1时间：2018年5月25日至2018年6月12日。
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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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招标人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269号
联系人：邬秀清 余俊鹏
联系电话：0574-27698403、13958241330
电子邮箱：13958241330@163.com
招标代理机构：宁波建信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高新区星海南路100号华商大厦10楼
联系人：孙工、周工
联系电话：0574－88130335 13586885652
传真：0574－88130335
电子邮箱：83742733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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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中宅矿石码头二期工程交工质量评定检测招标公告

旺源雅苑（机场安置 A 地块）安置房已竣工验收

通过，根据《石碶街道机场三期扩建工程房屋拆迁补

偿安置实施方案》和石碶街道拆迁办公室签订的机场

三期扩建工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约定，为保障被拆迁

户根据协议及时抽签安置的合法利益，我办将启动安

置房住宅房屋定位抽签工作，具体通告如下：

一、抽签时间：2018年6月2日700—1200；

二、抽签地点：宁波市鄞州区委党校（鄞州大道中

段777号）。

三、抽签档位：共分 10 个档位，分别为 65 平方米

档、70平方米档、75平方米档、85平方米档、90平方米

档、95 平方米档、105 平方米档、110 平方米档、115 平

方米档、125 平方米档（最终面积以不动产权登记部

门登记的面积为准）。

四、注意事项：

1、参加抽签的拆迁户请携带好抽签通知书及身

份证原件；如果需要委托人抽签的，应携带抽签通知

书、委托书(经村委会盖章)、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

证。

2、已申报套型但未来抽签的拆迁户视为自动放

弃参加旺源雅苑安置房抽签，且我办于旺源雅苑安置

房抽签之日起停发过渡费，由此造成的损失由拆迁户

自行承担。

特此通告。

海曙区石碶街道房屋征收（拆迁）办公室
2018年5月25日

关于旺源雅苑安置房住宅房屋定位抽签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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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燕 通讯员水
微娜） 在地铁鼓楼站附近工作的许
先 生 ， 要 乘 坐 10 30 的 飞 机 出
差，900 才慢悠悠地从办公室出
发：“以前说赶飞机、赶火车，现
在 都 不 用 赶 ， 时 间 能 精 准 到

‘分’，不急。”
今天，宁波拥有地铁正好整四

年，地铁已融入城市脉搏，成为几
百万名宁波市民生活的一部分。四
年里，3.1 亿人次乘坐宁波轨道交
通，地铁一路穿梭，把宁波人的脚
步从“公里里程”变成了“分钟里
程”，城市圈越扩越大，而抵达时

间越来越短。
2014 年 5 月 30 日，宁波地铁 1

号 线 一 期 开 通 ； 2015 年 9 月 26
日，2 号线一期开通；2016 年 3 月
19日，1号线二期开通。随着地铁
列车的不断增开，宁波地铁首班车
开行时间由初期的 630 提早至
600，末班车开行时间由 2130
延时至 2200。早晚高峰期间地
铁列车间隔时间也在不断缩短，从
最初的七八分钟，压缩到了如今的
4分40秒。日均开行列车数从起初
的 248 列次到现在的 706 列次。无
论是运行图兑现率，还是准点率，

均远优于国家标准。
有了地铁，北仑、镇海不再远离

市中心，对两区不少市民而言，天一
广场、世纪东方、来福士广场都是

“家门口”的商圈。
如今，随着地铁 1 号线二期、

2号线一期的开通，3号线一期、4
号线、5 号线一期等线路开工建
设，到 2020 年前后，全市将形成
约 200公里的轨道交通网络化运营
格局，宁波人的地铁梦正越织越
密，宁波人的生活圈将越来越大，
时间成本会不断降低。

从最初简单的问询引导服务，

到各站配置爱心雨伞、伞套、医药
箱免费供乘客使用；从宁波火车站

“畅行岛”服务台、城隍庙站“城
客之家”、鼓楼站志愿者服务中心
和志愿者之家的设立，再到图书借
阅、行李打包等，宁波地铁的常规
服务已增至 28 项。目前，宁波轨
道交通志愿者已从成立初的 3000
人增至如今的6000多人。

“面对网络化运营需要，我们将
按照‘服务争效’的新要求，开展‘零
距离、零时限、零缺憾’行动，打造服
务特色品牌。”宁波轨道交通运营分
公司党委书记徐金平说。

从“公里里程”到“分钟里程”

4年里，逾3亿人次乘坐轨道交通

本报讯 （记者张燕 通讯员
应科苗 马亮） 昨日，横贯姜
山、云龙以及横溪三个镇的主干
道鄞横线完成升级改造，一条美
丽经济交通走廊呈现在市民眼前。

鄞横线始建于 2008 年，起于
鄞州大道，经过姜山、云龙以及
横溪三个镇，终点位于横溪镇环
镇东路，全长 7.175 公里。这条
路线是来往上述三镇及鄞州中心
区、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的主要通
道。

鄞横线改造一方面包括路面
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则是让公
路承担起“美丽经济交通走廊”
的功能。改造中，鄞横线宁裘线
至环镇公路段实行“白改黑”，鄞
横线上所有公交停靠站改造成港

湾式候车亭，提高公交出行的舒
适度和安全性。

全线路面无论是视觉效果还
是通行质量都得到连贯性的统
一。美丽升级的重点更体现在路
域环境和交通安全设施方面的细
节升级，如全线破旧的混凝土侧
平石及人行道砖换成了美观的花
岗岩材质。

据悉，鄞横线是鄞州区打造
的首条“美丽公路”样板。未
来，该区将从改造型、改善型、
整治型三个层面，逐步构建起

“三环六连”美丽生态示范公路样
板架构，其中，今年年内计划创
建美丽经济交通走廊 61公里，包
括鄞城大道、盛宁线、天童南路
等一批骨干公路。

姜山云龙横溪三镇
主干道焕然一新
鄞横线建成鄞州首条美丽经济交通走廊

在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江
北白沙街道关工委联合辖区学
校，举行了“少年军校”开班仪
式。昨天早上，近 30名小学生身
着统一的小军装，在部队教导员

的带领下，先后开展了队列训
练、瞄靶训练、观看“英雄 37号
船”事迹展、徒步拉练、参观游
艇等活动。

（徐欣 许耀立 摄）

“少年军校”开班啦

本报记者 何 峰
通讯员 康庄严 李军

初夏时节，田间的榨菜已收割
完毕。经过清洗的榨菜被放入酵
池，静待时间和微生物“调制”出
美好味道。在余姚备得福菜业有限
公司门外，货车将不同口味的榨菜
销往全国各地。“一年光榨菜的销
量超过 7 万吨。”公司总经理阮银
福说。

在余姚，榨菜不光是一个产
业，更是一张城市名片。“余姚榨
菜有3个中国名牌、16个中国驰名
商标，销量占据全国市场的‘半壁
江山’。”余姚市农业局相关负责人
说，品牌是支撑余姚榨菜阔步“走
出去”的保证。2017 年，“余姚榨
菜”品牌价值为 71.87 亿元，位列
我省农产品首位。

品质是基础，品牌是通行证。
随着消费不断升级，品牌一旦在消
费者心目中树立起来，就可以成为
质量安全的象征，从而实现优质优
价。

近年来，我市深入实施农业品
牌战略。截至目前，我市形成了余
姚榨菜、浙东白鹅、宁海土鸡、甬
优杂交水稻、奉化水蜜桃、余姚慈
溪杨梅等一批具有区域知名度的品
牌产品，拥有省市名牌农产品 151
个，位列全省第一位。“从种子、
初级农产品和深加工产品，我市都
有一批拳头产品。”市农业局相关
负责人说。

近年来，“宁波品牌”的种子
扎根全省内外，花开大江南北。“甬
优系列”杂交水稻新品种有 8 个品
种通过国家审定，其中 5 个被农业
部认定为超级稻品种，种植范围从
长三角逐渐扩大到鄂、湘、闽、桂、粤
等地，年推广面积 545 万亩。在广
东、云南、海南三省，当地农户种植
的大棚西瓜，近九成是我市研究培
育的“美都”品种。

绿色安全是品牌的核心，“三
品一标”是品牌的基础。记者在位
于海曙的天胜农牧四不用农场看
到，送往消费者的每盒蔬菜，都印
有可追溯二维码。这些年，我市以

“三品一标”为抓手推进品牌农业
发展。目前，全市累计有效期内的

“三品一标”农产品 1219个，产地
面积190万亩。

面对互联网大潮，我市不少地
方 在 农 业 品 牌 建 设 上 “ 长 袖 善
舞”。宁波人极为喜爱雪菜，是一
年四季不可缺少的“心头好”。“只
有实现线上线下互动、门店网店共
赢，雪菜才能真正走出宁波。”鄞
州雪菜协会负责人说。为提升“鄞
州雪菜”品牌影响力，在建设雪菜
博物馆、连续举办雪菜文化节的基
础上，鄞州去年举办了“鄞州雪
菜”首届网络美食文化节，获得
50余万名网友点赞，1小时售出两
万多包雪菜。

“品牌多，名牌少。”市农业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我市正在
以培育区域公共品牌为重点,着力
打造一批有全国影响力的名牌。从
去年开始，象山推出农产品公共品
牌“半岛味道”，授权给优质农产
品使用，同时开设实体店和微商城
集中销售。

“下一步，将持续实施品牌振
兴行动，奋力擦亮宁波农业品牌。
尤其是围绕优势产业，重点打造一
批叫得响、过得硬、效益高、有宁
波特色的农业区域公共品牌。”市
农业局负责人表示，将支持品牌企
业以大中城市为支点，以车站、港
口、机场为节点，建设连锁店、专
卖店等品牌营销宣传窗口。同时，
实施“互联网+”行动，打造一批
宁波农产品电商品牌，促进线上线
下融合发展。

品牌推动农产品阔步走出去
——绿色都市农业强市建设系列报道之二

本报讯 （陈章升 涂蔷 周
超超） 继上周我市地产大棚杨梅

“崭露头角”后，再过几日，露天
种植的杨梅也将进入采摘期。与
去年相比，今年慈溪、余姚的露
天杨梅成熟期略有提早，杨梅挂
果量增长 10%左右，预计 6 月 10
日可批量上市，6 月 14 日至 24 日
为采收旺季。

慈溪市现有杨梅种植面积8.2
万亩，预计今年商品果产量有3.5
万吨，比去年增长 15%左右。余
姚杨梅下月也将批量上市。今

年，该市杨梅坐果率高，普遍丰
产，预计总产量有2.8万吨。

地 产 “ 杨 梅 盛 宴 ” 尚 未 开
启，我市杨梅销售已呈现一片火
热景象。近期，来自云南、福建
等地的杨梅陆续登陆城区水果批
发市场和水果店，成为杨梅销售
市场上的“主角”。目前，普通
品质的福建杨梅每公斤零售价 30
元至 40 元；普通品质的云南杨
梅每公斤零售价 50 元至 60 元；
慈溪横河大棚杨梅均价每公斤
130元。

地产杨梅批量上市还需十天

编者按： 5 月 30 日 是
“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为庆
祝这个节日，团结引领科技
工 作 者 牢 记 使 命 责 任 ， 在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行动
中作出更大贡献，助力宁波
高质量发展和“名城名都”
建设，市科协与本报今起联
合推出“创新我争先——优秀
科技工作者风采”系列报道，
以展现科技工作者在平凡岗
位上书写的不平凡事迹，让更
多人了解科技工作者，了解科
协工作，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知
识、尊重人才和关心科技工作
者的良好氛围。

本报记者 金鹭

杨梅是宁波的传统名果。过
去，杨梅生产通常有大、小年之
分，连续丰产很少超过两年。然
而从 2004年开始，我市杨梅连续
十余年实现大丰收，品质也越来
越好。改变历史的，正是余姚市
林业特产技术推广总站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汪国云。

“大小年”曾困扰梅农多年。汪
国云告诉记者，这是果树生长失衡
的表现，不仅会造成树体抗病能力
下降，缩短寿命，还会大幅降低杨
梅品质，给果农带来损失。

1993 年，刚从浙江农业大学
毕业的汪国云便与这一难题较上了
劲，他与省农科院合作开展了余姚
杨梅优质丰产栽培关键技术研究。

“让杨梅连续丰产的关键是对
杨梅进行‘计划生育’，通过疏花
疏果减少杨梅树体的负担。”汪国
云笑着告诉记者。经过多年潜心
研究，团队攻克技术难关，通过
药物喷洒的方式让部分花朵适时
掉落，实现生长结果“平衡”。与
其他技术相比，这一技术操作方
便、绿色无害且价格低廉，每棵
树的药剂成本不到0.5元。

科技最终为冒险创新者带来
了惊喜。1999年，正值杨梅大年，余
姚丈亭镇参与试点的农户杨定如
的杨梅品质远胜于同行，价格比市
场价高一倍还供不应求。第二年，
其他梅农均为杨梅减产而烦闷，杨
定如却再次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

2004年，汪国云的创新技术在
宁波全面推广。目前，余姚 80%以
上的杨梅种植采用了该技术，每年
增加经济收益3000余万元。这项技
术还在温州瓯海、台州仙居等地大
面积推广，更是走出了浙江，拓展
到江苏、云南、贵州、广东、福建等
地，累计带动农户增收10亿余元。

像研究杨梅种植一样，汪国云
结合余姚林特生产实际开展科学
试验研究，共承担或参与科研项目
20余个。在新品种引种推广应用方
面，他引种推广了翠冠蜜梨、黑珍珠
樱桃等新水果品种10余个，其中多
个产品获得省精品水果金奖、省农业
名牌产品、省著名商标等称号。

眼下，汪国云仍然奔波在科技
一线。果树生病了怎么办？特色农
业如何增效？每天都有农户登门拜
访，请这位农林“大夫”上门为果树

“把脉”。“我们将通过科技创新，把
科学合理的栽培技术传递给农民，
让沉睡的农科成果转化为实实在
在的生产力，让农民的钱袋子更鼓
一些。”汪国云说。

汪国云：
“计划生育”破解杨梅大小年难题

创新我争先
——优秀科技工作者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