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象山港大桥及接线限速标志调整及穿山至好

思房公路匝道设施完善工程已由宁波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以甬交控【2018】34号批准建设，业主单位为宁波穿山疏港高
速公路有限公司、宁波市象山港大桥开发有限公司，招标人为
宁波交投公路营运管理有限公司，招标代理人为宁波德威工
程造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建设资金为业主自筹，并已落实到
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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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地点：穿山至好思房公路、象山港大桥及接线；
工程规模：约16135460元；
施工招标范围：象山港大桥及接线限速标志调整及穿山

至好思房公路匝道设施完善工程施工，具体内容详见象山港
大桥及接线限速标志调整及穿山至好思房公路匝道设施完善
工程施工图及清单。

计划工期：计划工期为120日历天，缺陷责任期为12个月
（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质量要求：工程交工验收的质量评定：合格。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的施工企业资质：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具备省级及以上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颁发的公路养护工程二类甲级从业资质，并在人员、资金等
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2标段划分：1个标段。
3.3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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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参加
同一标段投标。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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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信用等级不得被评为D级。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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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投标人无违法行为记录（违法行为记录界定的范围
为：被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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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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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预中
标候选人资格，重新招标。

3.9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经宁波市人民
检察院查询近三年（2015 年 1 月 1 日至今）无行贿犯罪记录。
如在预中标候选人公示前经宁波市人民检察院查询有“行贿
犯罪档案记录”的，取消预中标候选人资格，重新招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8 年 7 月 5 日至 2018 年 7

月 23日 1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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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下载招标文件。
超出上述规定期限的，招标人将不予受理。

4.2招标文件每套下载费用 300元（其中电子交易平台使
用费100元），售后不退。注：如招标文件资料费需开具增值税专
用发票的，请投标人将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相关资料（包括
名称、纳税人识别号、地址、电话、开户行及账号等）递交招标代
理人；未提供相关资料的，招标代理人均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

4.3招标文件如有澄清和修改，将在本网站发布，不另行
提供纸质版补充文件。投标人须自行下载相关文件，如有遗
漏，责任自负。

4.4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招标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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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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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机构联系。
4.7 温馨提示：凡受到相关行政监管部门限制投标的企

业，请慎重购买。
5.投标保证金
5.1投标保证金的金额：人民币30万元整。
5.2投标保证金的缴纳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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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23日 16:00时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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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具，银行保

函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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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投标保证金缴纳形式投标人可任选其一；2、
投标保证金采用银行电汇形式的，必须从投标人的基本账户

汇出，并将投标人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复印件编入投标文件中；投
标保证金采用银行保函形式的，银行保函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编
入投标文件中，同时将银行保函原件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单独密封
提交给招标（代理）人。

5.3退还时间：详见“投标人须知”第 3.4.3条款，同时退还同期
银行存款利息（银行保函形式的不予退还）。

咨询电话：0574-87861127（中国银行）
6.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6.1招标人不统一组织工程现场踏勘及投标预备会。
6.2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18

年7月26日9时30分，地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宁波市鄞
州区宁穿路 1901号市行政服务中心四楼，具体会议室详见当天电
子指示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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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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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

bidding.gov.cn）、《宁波日报》、宁波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网站（www.nbgz.gov.cn）、宁波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网站

（www.nbjttz.com）、宁波交投公路营运管理有限公司（www.nbcos.
cn）网站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交投公路营运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百丈路168号会展中心大厦A座24楼
联系人：戚工
电话：0574-87979915
招标代理人：宁波德威工程造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高新区星海南路100号华商大厦6楼
联系人：黄斌、朱佳媛
电话：0574-87686094、87684875、13505741384
传真：0574-87686776

标段号

001

金额

（元整）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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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370122166

象山港大桥及接线限速标志调整及穿山至好思房公路匝道设施完善工程
交易登记号：G3302010000004104001

地址：宁波江北区宁镇公路490号（三官堂）
电话：87666188 87612668 日期：2018年7月5日

实木地板
实木地板
实木地板
实木地板
负离子木工板
E。生态板
负离子生态板
负离子浮雕水曲柳
负离子浮雕水曲柳
公牛插座
公牛插座

9518
9515
7006
7007
1.22*2.44*1.8
1.22*2.44*1.7
1.22*2.44*1.7
1.22*2.44*0.36
1.22*2.44*0.3
厨房专用
客厅专用

东南亚
东南亚
东南亚
东南亚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中国
中国

168元
160元
178元
178元
235元
215元
345元
170元
135元
50元
98元

87909115
87909115
87909115
87909115
87357258
87357258
87357258
87357258
87357258
13586507407
13586507407

物资名称 型号 产地 价格 联系电话

华东物资城浙甬市场建材价格行情 公牛插座
绿能房间灯
绿能吸顶灯
绿能浴霸风暖
圣宇墙纸
布鲁斯特墙纸
朗阁墙纸
雅琪诺墙纸
浩博特墙纸
爱丽沙
世爵壁纸
欧雅墙纸
米兰墙纸

氧化铝电瓷插座
20瓦，50*50
10瓦
绿能
0.53*10M
0.53*10M
0.53*10M
0.53*10M
0.53*10M
0.53*10M
0.53*10M
0.53*10M
0.53*10M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浙江
美国
天津
浙江
湖北
浙江
浙江
上海
上海

10元
198元
49元
680元
207-307元/卷
300-600元/卷
138-345元/卷
201-466元/卷
239-312元/卷
736-848元/卷
118-296元/卷
169-466元/卷
260-636元/卷

13586507407
13586507407
13586507407
13586507407
15258364860
15258364860
15258364860
15258364860
15258364860
15258364860
15888021063
15888021063
15888021063

物资名称 型号 产地 价格 联系电话

遗失北京京东世纪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具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一张，发票
号 ： 14309723， 发 票 代
码：1100182130，金额：
4335，声明作废。合众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中心支公司

遗失通用手撕定额发
票 （20 元 ） ， 号 码
03987401- 03987450， 共
50 份，声明作废。宁波
高新区逸美时光咖啡馆

遗失机动车综合商业
保险保险单一份，单证流
水 号 ：
PCC010012172900140084
，声明作废。中国平安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遗失机动车综合商业

保险保险单一份，单证流

水 号 ：

PCC010012172900283920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

制保险保险单一份，单证

流 水 号 ：

PCC510001172900320460

，声明作废。中国平安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遗失宁波市江东象山

港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

教练车浙 B3669学教练车

备案登记卡，卡号为甬宁

11125 号，浙 B3871 学教

练车备案登记卡，卡号为

甬 宁 11411 号 ， 声 明 作

废。宁波市江东象山港机

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

遗失叉车操作证，证

号 ： 512926197002034199，

声明作废。 祝建春

遗失浙江省医疗门诊收

费 票 据 ， 号 码 ：

4039416692，声明作废。宁

波市北仑区中医院

遗失中国边检阳光国门

口岸限定区域通行证，身份

证 号 码 ：

362330198907244615，声明

作废。应丁锋

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3320038289101，开户

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宁波北

仑支行塘湾分理处，声明作

废。宁波徽祥船舶科技有限

公司

注销公告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

决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
组，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
注销手续，特此公告。

宁波斯铂莱德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

决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
组，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
注销手续，特此公告。

浙江栖凤船业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

决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
组，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
注销手续，特此公告。

宁波市鄞州盛昌汽车租
赁服务有限公司

遗失启事

下列日报下列日报发行部发行部均可受理均可受理
永寿发行站永寿发行站 永寿街永寿街22——88号号 8787279392279392

白杨发行站白杨发行站 白杨街白杨街2828--11号号 8714684487146844

青林湾发行站青林湾发行站 青林湾街青林湾街11号号 8703791087037910

民安发行站 民安路民安发行站 民安路248248号号 8737323587373235

春晓发行站春晓发行站 育兴街育兴街2727号号 8792946587929465

慈城发行站慈城发行站 竺巷东路竺巷东路3333号号 8759147587591475

接待处接待处：：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901901号号 电话电话：：8768219387682193
时间时间：：周一至周五周一至周五 上午上午９９0000——11110000 下午下午14140000——17170000

丽园发行站丽园发行站 薛家南路薛家南路8888弄弄2020号号 8818589388185893
宋诏桥发行站宋诏桥发行站 宋诏桥路宋诏桥路55号号 8784228987842289
高新发行站高新发行站 海棠路海棠路9494号号 8791222987912229
江北发行站江北发行站 生宝路生宝路7070号号 8767600587676005
鄞东发行站鄞东发行站 四明中路四明中路9393号号 8811706188117061
鄞西发行站鄞西发行站 鄞县大道西段鄞县大道西段834834号号 8825479888254798

微信号微信号NBRBXXGCNBRBXXGC

公告启事

近年来，农行江北支行始终坚
持 “ 以 客 户 为 中 心 ” 的 服 务 理
念，重视服务品质，创新服务内
涵，延伸服务空间，将刚性的银
行制度与温情的人性化服务相结
合，不断加强金融服务的力度、广
度和深度。

该行以“网点转型”规范服务
行为，坚持硬软件转型同步推进，

全部网点完成了服务标准导入、软
转型、二次转型等一系列深化转
型动作，涵盖了文明规范服务、
设备替代人工、优化劳动组合等
内 容 。 同 时 ， 结 合 网 点 业 务 结
构、客流高峰分布等因素，进行
了“压高增低”“弹性排班”“机
具先行”三方面部署，网点服务
理念及时得到充实更新，厅堂物

理 布 局 和 人 文 环 境 得 到 不 断 优
化。同时，以“严格标准”提升
服务质量，狠抓“三声服务、微
笑服务、站立服务”等要求，从
基本的含笑起立、点头招呼、双
手接递、提醒核对等小事做起，
固化员工服务意识。同时，将服
务点评作为晨会的必选内容，集
中对上一工作日的服务状况和网

点服务效率进行自查自评，有效
促 进 了 服 务 水 平 提 升 。 在 各 岗
位 、 各 层 次 开 展 “ 微 笑 之 星 ”

“服务明星”等评选，通过打造
服 务 标 杆 来 提 振 员 工 服 务 积 极
性。

农行江北支行还以“暖心工
程”打造服务特色，致力于打造

“温馨”的营业环境，为客户提供
人性化、有温度的服务。为老年客
户群体提供预留座椅、免费测量血
压、健康小知识讲解等针对性服
务，为特殊客户群体和企业客户提
供上门服务，为环卫工人提供临时
休息饮水区饮用水。

（夏波）

农行江北支行用情用心
提升网点服务水平

近日，工行宁波市分行经宁
波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授牌
正式成为“宁波市级金融消费教
育基地”。宁波市消费者权益保
护委员会、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
支行、宁波市金融消费权益保护
协会等领导参加授牌仪式。

银行作为窗口型服务行业，
与社会经济和民生息息相关。多
年来，工行宁波市分行高度重视
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始终认真
践行全流程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
各项要求，在消保理念培育、金
融知识宣传教育等方面入手，不
断深化和推广消保理念，提升消
保服务意识。该行通过设立消费

者权益保护办公室，制定《消费者
权益保护工作管理实施细则》等措
施，在分行业务部门和支行层面建
立超过 100名的消保工作联系人队
伍和普惠金融宣讲团青年志愿者队
伍，着力让消费者得到更为安全、
可靠的金融服务。仅 2017 年，就
累计举行各类宣教活动 830次，发
放宣传资料 5万多份，受教人次有
9万多人次，被人行宁波市中心支
行、市金融消保协会表彰为“金融
普惠 校园启蒙”国民金融素质教
育提升工程推进优胜单位和 2017
年“金融知识普及月”活动先进单
位。

（沈颖俊）

工行宁波市分行
成为市级金融消费教育基地

近日，中行宁波市分行成功支
持企业客户通过“单一窗口”平台
完成海关税费实时扣税金额26.7万
元，完成全市首笔“单一窗口”海
关税费支付业务，标志着该行在推
进通关便利化、提升通关入库效率
方面取得又一进展。

“单一窗口”，简单来说，是

指参与国际贸易和运输的各方，通
过单一的平台提交标准化的信息和
单证以满足相关法律法规及管理的
要求。根据国务院口岸工作部际联
席会议统一部署，国家正逐步推进
我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
提高国际贸易供应链各参与方系统
间的互操作性，优化业务通关流

程，促进贸易便利化。中行宁波市
分行紧跟国家“单一窗口”建设要
求，第一时间为宁波进出口企业提
供完善的“海关税费支付”解决方
案，进一步缩短通关时间，降低企
业成本，并有效保证国家税收管理
政策的执行。

一直以来，中国银行与海关总

署在促进电子政务发展、提高通关
效率方面有着全面深入的合作，

“报关即时通”业务已连续 10年稳
居银行同业第一。2016年5月，中
行宁波市分行在宁波首批上线运行
财关库银横向联网系统。在此次“单
一窗口”通关改革方面，中行宁波市
分行又在同业中率先推出“单一窗
口”海关税费支付服务。未来，中
行宁波市分行将持续支持国家“单
一窗口”建设及海关通关一体化改
革，为企业提供缴税更便利、通关
更快捷的金融服务，为推动国际贸
易便利化，促进国家对外贸易稳定
发展作出贡献。 （小钟）

中行宁波市分行全市首推
“单一窗口”海关税费支付业务

7 月 4 日，兴业银行与浙江
吉利控股集团在杭州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双方拟在优势互补、资
源整合、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
基础上建立全方位新型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兴业银行副行长薛鹤
峰与浙江吉利控股集团常务副总
裁兼 CFO 李东辉代表双方签署
战略协议。

根据此次协议，兴业银行
将为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提供资
金 400亿元，以汽车产业链为基
础，在授信、结算、理财、现
金管理、投资银行、个人金融
等领域提供一体化、一站式金
融服务。此外，双方还将在智慧
交通、普惠金融等领域展开合

作。
汽车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重要

的支柱产业，代表着我国制造业的
发展水平。位列全球银行第 26 名
的兴业银行坚持服务实体经济本
源，大力推进汽车金融业务发展，
着力提高金融供给质量，于 2012
年 9月成立汽车领域企业金融业务
的专业化经营机构——汽车金融业
务中心，目前已与多家汽车厂商、
经销商集团以及零部件供应商建立
合作关系。截至2018年5月末，该
行汽车金融客户 7231 户，各类融
资余额 1664.44 亿元，积极推动我
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迈向高质量发
展，满足消费者对汽车服务日益增
长的消费需求。 （欣然）

兴业银行与吉利达成战略合作

宁波银行专栏

在近日发布的英国 《银行家》
杂志“2018 全球银行 1000 强”榜
单上，宁波银行排名继续攀升，以
一级资本 87.27 亿美元荣登全球银
行综合排名第 166位，位列中国银
行业第23强。

经过 21 年的发展，宁波银行
逐渐发展成为一家具有良好口碑和
一定核心竞争力的商业银行。目
前，宁波银行在上海、杭州、南
京、深圳、苏州、温州、北京、无
锡、金华、绍兴、台州和嘉兴开设
了 12 家分行，拥有营业网点 320
家，员工1.3万人。

得益于广大客户的信任与支
持，宁波银行各项业务取得长足发

展，展现出良好的经营业绩。宁波银
行以“了解的市场，熟悉的客户”为
准入原则，坚持“门当户对”的经营
策略，以为客户提供多元化金融服
务为目标，打造“公司银行、零售公
司、个人银行、金融市场、信用卡、投
资银行、资产托管、资产管理”等多
个利润中心。截至 2018 年一季度
末，宁波银行总资产 10686亿元，各
项存款6334亿元，各项贷款3601亿
元。宁波银行一季度实现净利润
28.22 亿元，同比增长 19.61%。3 月
末不良贷款率 0.81%，拨备覆盖率
498.65%，资产质量持续向好，在同
业中继续保持领先优势。

近年来，宁波银行的经营管理

能力和发展前景得到了监管和业界
的认可。在金融管理部门对商业银
行的综合评级、评价中，宁波银行
屡次获得城商行最高评级。2018
年5月，穆迪给予宁波银行Baa2长
期存款评级，展望为稳定；基础信
用评估为 ba1。此外，宁波银行还
荣 获 2017 年 度 中 国 上 市 公 司 协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
易所等评选出的“最受投资者尊重
上市公司”和中国 《银行家》 杂
志、新浪财经等评选出的“中国最
佳城市商业银行”等荣誉奖项。

据悉，英国《银行家》杂志是隶
属于英国《金融时报》报业集团的权
威性金融杂志，其每年公布的“全球

银行 1000 强”排行榜，对不同国家
和地区银行的资本实力、经营规模、
盈利能力和经营效率等方面进行评
估。作为全球银行业排名与分析的
评价基准，该排行榜已成为社会各
界了解全球银行业现状、变化和趋
势的一个窗口。2018 榜单显示，全
球银行业在收益和资本上均实现了
两位数的增长，就全球 1000大银行
来看，2017 年合计税前利润达 1.1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5.57%；同时，
全球 1000 大银行 2017 年一级资本
总额合计8.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近
12%, 是自 2010 年低谷以来最为
显著的增长，表明全球银行业发展
可能将进入强劲阶段。

“2018全球银行1000强”发布：

宁波银行荣登第166位

日前，位于慈溪的江南大院
名仕生活馆如约启幕。现场高朋
满座，一席全城久盼的名仕生活
画卷徐徐展开。

伴随开场舞蹈《水墨舞》拉
开了展示中心的大幕。张权开老

师特别绘作 《江南名仕画卷》。据
了解，江南大院由中南置地、德信
地产、中梁控股集团三大品牌开发
商共同打造，以智造风雅生活为己
任，承袭匠意，为名仕锻造美学空
间。 （小奕）

江南大院展示中心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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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姜山镇俞家埭村
俞氏宗祠（佑啟堂）晋谱公告

现成立晋修谱小组，从现在起至 2019年 3月底征集

各种资料：家庭人员男女发展史、小家谱、行政技术职称、

职务、奖状、奖章、荣誉证书、各类各时期照片等复印件，

请想法寄到俞氏宗祠汇编组，并请相互转告，谢谢！

俞氏宗祠（佑啟堂）汇编组

联系电话：88475129 俞先生手机号：13586508023

附：俞氏宗祠新旧排行诗（新旧并用）

旧排行诗
应有道可兴 万邦佐国凝
贤良昭治体 诗礼绍家声
丕德宏谟烈 丰功发秀英
相传惟孝友 继世聿观成

新排行诗
应有道可兴 万邦佐永清
中和资位育 正大自昌明
圣教行仁义 熙朝庆太平
文章宗性理 亿载振荣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