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限值

《生活饮用水卫

生标准》

（GB5749-2006）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100 ≤15 ≤1 无 ≤3
无异臭

异味

出厂水≥0.30且≤4

管网水≥0.05

出厂水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 0.06 无 无 0.66 0.59

管网水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 0.14 无 无 0.64 0.20

检测

结果

（2018年5月）

2018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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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外国语学校维修工程续建装修部

分已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16】
686号文件批准建设，建设单位为宁波外国语学校，项目
招标单位为浙江五洲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招标代理
单位为宁波宁大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
市财政，出资比例为 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
该项目的施工进行资格预审。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宁波市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环湖南路 258

号。
规模：本项目维修改造面积72198平方米。
项目总投资：人民币4458万元
招标控制价：11076504元。
计划工期：40日历天。
招标范围：主要包括施工图范围内图书科技楼、行

政楼、教学楼、体艺楼、看台、科技实验楼、食堂、学生宿
舍、教师公寓、报告厅改造等装饰装修内容。（具体详见
图纸和工程量清单）。

标段划分：1个。
质量要求：按国家及行业施工验收规范一次性验收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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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生产许可证；
3.1.2本次招标要求申请人须具备建筑装修装饰工

程专业承包贰级及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
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1.3投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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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施工企业信用等级的，其施
工企业信用等级不得被评为D级（以资格预审之日所在
季度的系统提供的信息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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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录
入信息的，相关内容应在系统中审核通过，且在有效期内。

3.1.6投标申请人人工工资担保须在宁波市建筑市

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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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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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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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注册建造

师贰级及以上资格（含年龄在 60 周岁以下的临时建造
师），并具有在有效期内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证），
注册专业为建筑工程；

3.2.2拟派项目经理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
管理系统录入信息的，相关内容应在系统中审核通过且
在有效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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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特殊原因未能解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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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将复印件附于投标文件中。）

3.3其他要求：
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不得为失信被

执行人且经检察院查询近3年即自2015年1月1日起至今
无行贿犯罪记录。投标人应按资格预审文件规定的格式提
供承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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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项目负责人）
的信息进行查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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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重新组织招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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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院出具的告知书为准）。

3.4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申请。
3.5投标人要求澄清招标文件的截止时间：2018年6

月12日17:00
4.资格预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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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家。【其中0-2家为招标

人推荐的被宁波市人民政府、宁波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评定为宁波市“宁波市建筑业龙头企业”“宁波市建筑业
骨干企业”“宁波市建筑业走出去发展先进企业”（以最
新文件为准）】。

5、招标文件的获取
5.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8年6月6日到2018年

6月12日16:00（以下载时间为准）登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网站（http://www.bidding.gov.cn）自行下载招标（资
格预审）文件。超出上述规定期限的，招标人将不予受理。

5.2招标（资格预审）文件下载费用300元。
5.3如有补充的招标（资格预审）文件请自行关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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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参加投标者在网上购买招标文件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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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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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在网上下载资格预审文件的单位，其资格预
审申请文件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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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 2018年 6

月 19 日 9 时 30 分，地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指
定开标室（宁波市鄞州区宁穿路 1901 号市行政服务中
心四楼，具体受理场所详见当日公告栏）。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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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本项目为网上招投标项目，电子档投标文件（指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须在资格预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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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in.jsp）,否则其投标将被拒
绝。资格申请人须携带生成加密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所有

的电子秘钥和IC卡。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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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in.jsp）下载的
电子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由于系统无法读取的，可从申请
人现场提交的备份电子档投标文件（光盘或U盘形式）中
打开读取，现场提交的备份资格预审文件应与在宁波市
公共资源网上交易暨电子监察系统（http：//ggzy.bidding.
gov.cn:60822/t9/longin.jsp）下载的电子资格预审文件保
持一致。备份无法读取的，则按否决投标处理（电子档投
标文件应单独包封，并在包封上正确标明招标工程名称、
投标申请人名称等内容，在资格预审截止时间前提交。）

7.公告发布的媒介
7.1时间：2018年6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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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bidding.gov.cn）、中 国 宁 波 网（www.cnnb.
com.cn）和宁波日报上发布。

8.备注
8.1本项目为网上招投标项目，参加投标企业（联合

体投标的指联合体各方）必须办理“电子招投标数字证
书及电子签章（CA 锁）”，否则无法参与投标，详情请登
录www.nbctc.cn查阅最新通知栏中《关于办理电子招投
标数字证书及电子签章（CA锁）的通知》。

8.2 本项目投标文件要求由宁波网络投标工具
V7.2.0生成。投标工具 V7.2.0可至杭州擎州软件有限公
司 直 接 下 载 使 用 （http://www.qzhsoft.com.cn/
down1oad.php?id=64）

8.3 投标文件工具及标书上传，请联系：客服电话
400- 166- 166、余 礼 威 18957871023、陈 工 0574-
87187966、0574-87187975

交易证及CA锁办理，请联系：杨工0574-87187575
9.联系方式
招标人：浙江五洲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工
电话：13777071616
招标代理机构：宁波宁大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旭涛、李琦；
电话：15906561064、18868684071；
传真：0574-83888562；

宁波外国语学校维修工程续建装修部分预审招标公告

讣 告
中国银行宁波市分行离休干部、市分行原副行长

谢仁棣同志，因病于 2018年 6月 9日逝世，享年 90岁。
兹定于 6 月 11 日上午 6 时在宁波市殡仪馆举行告别仪
式。

儿子：赵小勇
女儿：赵小瑛

泣告

2018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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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 欣
江北记者站 张落雁
通讯员 郭传太

宁波银亿集团有限公司、宁波
牛奶集团有限公司等数家企业，出
资近 500 万元用于贵州对口扶贫；
江北东西部扶贫协作对口帮扶任务
分解落实文件即将出台，为各部门
和街道（镇）抓落实打下基础；江北
帮扶册亨县冗渡镇黑木耳产业基地
扩建项目，将于近期进入招投标程

序……跨越 2000 多公里的江北区
和黔西南州册亨县，正细化一件件
措施、落实一个个项目，为全面扎
实推进册亨县的脱贫攻坚而努力。

连绵的群山、零散的村镇、薄
弱的产业，是册亨县脱贫路上难以
绕开的“硬骨头”和“拦路虎”。
脱贫攻坚一刻也拖不得，同时又要
对症下药。如何在 2020 年甚至提
前完成册亨地区全面脱贫的目标？
江北的答案是两个关键词：产业帮
扶和精准扶贫。

金钱“输血式”扶贫只能维
持一时，产业“造血式”扶贫才
能 治 本 可 持 续 。 在 前 期 的 调 研
中，江北区考察团得知冗渡镇岜
院村于去年引进了黑木耳产业，

帮助大批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
经 济 价 值 是 传 统 农 业 的 数 倍 以
上。为此，考察团一直在忙着对
接，从县到镇再到村层层深入。
看到该产业良好发展前景，考察
团决定给予冗渡镇 300多万元扩建
资金。扩建后的冗渡镇黑木耳种植
基地将发展黑木耳 150 亩，养菌
100 万棒，为每个加入合作社的精
准扶贫户带来每亩每年 1万多元的
收入，可直接带动 120户贫困户实
现生产就业脱贫。

扶贫先扶智、扶教育、扶精气
神、扶专业能力，江北制定了精准
详细的帮扶计划。江北区委组织部
将每年选派专业技术人员 3名，并
组建由专家学者、科研人员组成的

师资团队，开展集中技术培训和学
术指导。区慈善总会先拨付 30 万
元，为册亨 1000 名小学生提供生
活补助。区教育局将对册亨 12 所
学校建立“点对点”帮扶关系，每
年为册亨跟岗培训 10 余名校长，
专题培训 50 名骨干教师，帮扶册
亨建立一个“江北中职班”。区卫
计局将帮助指导建立针对当地疾病
谱的临床诊疗专科，接收册亨行政
管理人员、业务骨干来江北考察学
习、挂职锻炼或跟班学习。区人社
局将每年为册亨县提供就业岗位信
息 2000 个以上，每年在册亨县至
少举办一场专场招聘会，对册亨县
技术工人、劳务人员有针对性地开
展岗前培训。

产业帮扶“造血”治本 精准扶贫“对症下药”

江北牵手贵州册亨奋力攻坚摘穷帽

语文卷
引导教学 稳中求新
海盐元济高级中学正高级教

师、特级教师 徐桦君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正高级教

师、特级教师 童洪星

综观今年的高考语文浙江卷，
凸显语文在高考科目体系中所独具
的“化人以语、育人以文”的优势功
能，既反映了我省深化课程改革的
成果，又凸显了浙江卷一以贯之的
稳扎稳打、探索创新精神：

一、引导教学
大阅读在连续考了 4 年小说

后，散文在今年如期而至，高中语文
教学兼顾各种文体，做到不偏废，这
是基础教育的需要，更是素质教育
的呼唤，试卷的教学“导向”意图鲜
明。

“教什么考什么”，引导师生关
注教材、理解教材、活用教材，是今
年语文卷的一大特色。考生答题需
联系平时所学，很好地体现了浙江
卷对教材的重视。逻辑思辨能力的
考查依然凸显。

二、稳中求新
语言文字运用的第 5 题，在我

省是个新面孔，考查逻辑推理，有难
度。今年我省的作文题一改浙江卷
作文题一直以来关注人文的习惯，
转而弘扬时代主旋律，引领考生走
进时代，要求考生站在人生的新起
点上思考怎样来传承“浙江精神”，
做实做强自己，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浙江考生要写好这篇文章，须审清
题意，抓住“务实”“知行合一”“经世
济用”“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等语，
结合自己的体悟，化大为小，避免写
大写空。

数学卷
朴实于外 隽秀于内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特级教

师 斯理炯
海盐教育研训中心正高级教

师 沈顺良

充分考查了学生的思维品质与
学习潜能，彰显了对数学核心素养
的考查要求。

一、语言简洁，体现本质
整卷试题表述简练精准，各类

题型背景熟悉，命题角度新颖别
致，载体简单、蕴含丰富。同时，
许多试题让考生感到题在书外，根
在书中，解答题第 21 题凸显了解
析几何化斜为直的思想，体现了数
学本质。

二、立意精准，考查能力
要求学生深刻理解数学概念，

领会数学本质，
并能合理灵活运
用，同时丰富而
又深刻地考查了
数学思想与理性
思维。第 11 题通
过数学史揭示知
识产生的背景、
形成的过程，体
现了数学的思想

性和数学的文化传承。
三、情境合理，凸显素养
整卷通过知识交汇等方式，呈

现自然合理的情境。第 22 题以函
数、不等式等核心知识交汇为背景，
蕴含了数学抽象、逻辑推理、直观想
象等素养的要求。

英语卷
素养立意 注重思维
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特级教

师 葛炳芳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教育局教

研室高中英语教研员 周建林

考英语强化学科核心素养的融
入，凸显思维能力的考查，强调学科
的育人价值。

一、素养立意，探讨文本的主题
意义

听力材料力求创设各种日常生
活情景。阅读理解以说明或议论类
的文本为主。A 篇探讨英语文学史
上的泰斗狄更斯的历史地位，以此
纪念这位文学巨人。完形填空是一
则夹叙夹议的文本。应用文写作要

求考生写一封应聘“校英语协会志
愿者”的信件，而读后续写一如既
往，且与首次考试一样，还是“迷路”
为“缘由”。

二、基于语境，注重试题的思维
层次

夹叙夹议型文本的完形填空要
求考生时间注意部分与议论部分的
一致性，涉及故事情节推进、主旨等
的理解能力和逻辑推断能力等方
面。

书面表达中应用文写作延续了
近年的命题思路，但内容整合中学
生考虑写信的对象，用合适的语气
表达写信者的要求，这些无不与正
确的思维相关。

三、关注文学，体验语言的赏析
思用

高中英语教师要重视学生综合
语言运用能力和学习策略的培养，
在语言学习的过程中创造机会帮助
学习者发展思维能力，基于核心素
养，改进英语教学。不管以后的

“大作文”考的是概要写作还是读
后续写，充分重视文学作品和经典
美文的教学，体验语言的赏析思
用，是高中英语教学和研究的重中
之重。

（记者 蒋炜宁 通讯员 黄
梓馨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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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陈青） 宁 波
“海丝”文献的基础性研究专家论
证会于前日举行，复旦大学、上
海师范大学、浙江工商大学、宁
波大学等高校的“海丝”遗产研
究专家学者和日本文化遗产研究
专家山川均博士，为项目研究及
下一步工作开展会诊指导。

论证会上，专家学者纷纷为
研究成果的转化利用建言献策。
来自日本奈良县大和郡山市教育

委员会的山川均博士，作了“宁
波与日本石刻文化”研究专题汇
报。多年来，山川均围绕宁波工
匠、石材、石刻造型、石刻艺术
和东钱湖史氏家族墓石刻等，进
行中日石刻文化研究，来甬考察
30 余次。其研究表明，东钱湖石
刻与日本奈良东大寺石狮子一脉
相承，宁波伊氏石匠在日本传承
6 代，对日本中世纪石刻文化产
生巨大影响。

宁波“海丝”文献基础性研究
专家论证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周燕波 通讯
员倪东） 记者昨日从宁波国际微
电影节组委会获悉，第三届宁波
国际微电影节从当天开始面向全
球征集作品。本届国际微电影节
作品竞赛设置微电影、网络电
影、“一带一路”国际短片、“宁
波表情”微纪录片和“特别关
注”5 个单元，共设 20 多个奖
项。作品征集时间截至9月6日。

据组委会负责人介绍，与往

届相比，本届国际微电影节宁波
元素体现更鲜明：往届的纪录片
单元这次变为“宁波表情”微纪
录片主题大赛，征集作品要求立
足宁波、发现宁波、记录宁波，
讲述宁波人与城市的故事，这一
单元单独设立一、二、三等奖；
新设置的“特别关注”单元，主
要针对公益题材影片、实验性影
片以及时下流行的优秀短视频等
作品。

第三届宁波国际微电影节
面向全球征集作品

本报讯 （记者何峰 通讯员
郑定锋） 细嗅沁人花香、品尝花
茶美食……又到了石斛花开的时
节。昨天，第三届香泉湾石斛花
养生文化节在余姚鹿亭乡开幕。

本 届 石 斛 花 养 生 文 化 节 以
“休闲、养生、感恩”为主题，在
积极倡导健康养生理念的同时，
弘扬石斛花“父亲之花”的文化
内涵。文化节期间将举办象棋名
人邀请赛、主题摄影大赛颁奖典
礼、野生铁皮石斛保护小区落成
典礼、夏日赏花品花和香泉湾亲

子美食节等一系列活动。
铁 皮 石 斛 被 称 为 “ 东 方 仙

草”。2012 年，在鹿亭乡境内发
现了野生铁皮石斛。2013 年香泉
湾山庄和浙江大学合作，将野生
铁皮石斛在实验室培育成功。如
今，鹿亭已拥有 200 多亩的石斛
种植基地，并形成种植、观赏到
深加工的产业链，“石斛＋旅游休
闲”的特色产业已具雏形。随着
鹿亭乡“养生福地”的知名度不
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被

“仙草”吸引过来。

余姚鹿亭
举行石斛花养生文化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