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启运路拓宽改建及周边配套道路新建工程已由宁

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18]30 号批准建设，项目
业主为宁波城市交通建设有限公司，招标人为宁波城市交通建设
有限公司，招标代理人为中冠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建设资金为
段塘立交地块收储范围内道路建设资金由土地储备中心承担，其
余由市城建资金统筹解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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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海曙区段塘区块，共包含启运路、盛德路、君运

路和塘西路等4条道路。
项目规模：启运路（机场路-环城西路）拓宽改造工程，西起机场

路，东至环城西路，全长约1460米，道路标准宽度36米，含桥梁1座。
君运路新建道路工程，西起晨光路，东至环城西路，全长约

700米，道路标准断面宽20米，含桥梁1座。
盛德路新建道路工程，南起君运路，北至启运路，全长约 250

米，道路标准断面宽20米。
塘西路新建道路工程，南起鄞奉路，北至半江河，全长约 130

米，道路标准断面宽16米。
总投资：约4.4亿元。
招标控制价：154187361元。
计划工期：450日历天，且满足段塘立交地块开发建设的需求。
招标范围：工程范围内道路工程、桥梁工程、雨污排水管道、给

水管道、电力排管、道路绿化、交通设施、路灯、公交站台、城市家具
等配套工程的施工总承包。

标段划分：1个
质量要求：按国家和行业施工验收规范一次性验收合格。
安全要求：合格，并达到宁波市建筑安全文明标化工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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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级及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施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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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资格预审开标当天所在季度宁
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的施工信用等级信息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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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相关内容已经该系统审核通过；

3.1.6 人工工资担保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
显示：

申请人已按规定办理人工工资支付担保（保函信息）且在有效
期内，注册地在宁波市行政区域内的，其人工工资支付担保在系统
中须显示登记地为宁波市行政区域内；注册地在宁波市行政区域
外的，其人工工资支付担保在系统中须显示登记地为海曙区或江
北区或鄞州区或宁波市区；

3.2申请人拟派项目经理资格要求：
3.2.1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注册建造师（含年龄在60周岁以下

的临时建造师）一级资格，并具有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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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入信息的，相关内容应在系统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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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人员未解锁的视同有在建项目，因特殊情况未能解锁的，须在资格
审查申请文件中，提供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相关机构确
认的项目完工证明材料。

3.3其他要求：
3.3.1 申请人及拟派项目经理在建筑市场活动中不得存在弄

虚作假行为；
3.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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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不得为失信被执
行人且经检察院查询近三年（2015年 7月 1日至今）无行贿犯罪记
录。申请人应按招标文件规定的格式提供承诺书。产生预中标候选
人后，招标代理人将在公示前对预中标候选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
派项目经理的信息进行查询，若存在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或行贿犯
罪档案记录的，招标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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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申请人对资格预审文件文件异议截止时间：2018年7月27

日16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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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申请人数量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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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至2018年7月27日

16时（北京时间）（以下载成功时间为准）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网站（http://www.bidding.gov.cn）下载招标（资格预审）文件。

5.2招标（资格预审）文件每套售价300元，售后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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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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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机构联系。

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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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资格预审文件的递交
6.1 资格预审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申请截止时间，下同)为

2018年 8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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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受理场所安排详见电
子指示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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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n.
jsp），否则其投标将被拒绝。资格申请人须按在参加资格预审会议
时携带单位“电子密钥（CA 锁）”和 IC 卡。投标人应在投标截止时
间前提交本单位的IC卡及CA锁，IC卡及CA锁应单独包封（注明
项目名称、单位名称），否则其投标将被拒绝。

6.4投标申请人可提交备份的电子档投标文件（指资格预审申
请文件），光盘或者 U盘形式均可，如提交备份的电子档投标文件

（指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应单独包封，并在包封上正确标明招标工
程名称、投标申请人名称等内容，在资格预审截止时间前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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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冠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www.zhongguanzix-
un.com)网站和宁波日报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城市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工
招标代理人：中冠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世纪大道北段555号名汇东方12B楼1401室
联系人：唐虹波 劳晓波 姚海娜
联系电话：0574-87298539 87731619

启运路拓宽改建及周边配套道路新建工程施工资格预审公告（代招标公告）

遗失 2017 年 5 月 16

日与宁波国家高新区房

屋征收管理办公室签订

拆迁安置协议，协议编

号 甬 高 新 拆 字 2017-

上-1-（2），声明作废。

林爱峰

遗失普及国际货运

代理（中国）有限公司签

发的全套正本提单，提

单号 SGH68GDN705018

船 名 航 次 MAJESTIC

MAERSK 735W, 声 明

作废。

宁波智仁进出口有

限公司

遗失正 本 海 运 提

单 ， 提 单 号

TUSLNGB18060401，箱

封 号 ：CBHU8169410/

8948791，提 单 日 期

JUN- 27,2018 卸 货 港

GDANSK，声明作废。

中艺华甬进出口有

限公司

遗失三等轮机长证

书 一 本 ，编 号 ：C07-

3342262，声明作废。

李培荣

遗失 医 师 执 业 证

书 ， 编 号

120330227000038，声 明

作废。

李依芬

遗失宁波开投明海

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一

张宁波增值税普通发票

第 二 联 ，发 票 代 码

3302164350，发 票 号 码

01524301，金 额 53000，

购买人：冯腾 凌兆，声

明作废。

冯腾 凌兆

遗失宁波市镇海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2002

年 8 月 5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913302117394962278，

声明作废。

宁波市镇海胜风沥

青化工有限公司

遗失提单，共三正

三副，船名航次：KOTA

PEMIMPIN 104W，提

单:COSU6183880260,箱

封 号 ：TCNU4451482，

声明作废。

宁波联洋船务有限公司
遗失提单，共三正

三副，船名航次：KOTA

PEMIMPIN 104W，提

单 ：COSU6183881040，

箱封号：CBHU8748372，

声明作废。

宁波联洋船务有限公司
遗失 出 生 医 学 证

明，编号：R330157329，

声明作废。

秦嘉阳

遗失由宁波市海曙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6
年 6 月 22 日核发的营业
执 照 正 本 ，注 册 号 ：
330203603080872，声 明
作废。

宁波海曙水漾美容店
遗失公章、财务章

各一枚，声明作废。
江东明楼曙光床上

用品商店
遗失由宁波市鄞州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6
年 6 月 28 日核发的营业
执 照 副 本 ，注 册 号 ：
330212616016129，声 明
作废。

宁波市鄞州潘火为
青鲜活水产店

遗失开户许可证，核

准 号 ：J3320000350202，

声明作废。

宁波市镇海胜风沥

青化工有限公司

遗失开户许可证，核

准 号 ：J3320010026302，

开户银行：宁波市北仑

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白

峰信用社，声明作废。

宁波市北仑阳东草

乌鸡养殖专业合作社

遗失四小证、三等轮

机长证各一本，证书编号：

Z07- B- 111960、C07-

2341390，声明作废。

林炳永

遗失开户许可证，核

准 号 ：J3320010365302，

开户银行：宁波市北仑

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大

碶信用社，声明作废。

宁波市北仑区大碶

启新文具制造厂

遗失由宁波市海曙

区望春街道征收集体所

有土地房屋拆迁办公室

开具的收款收据，开票日

期为 2018 年 5 月 17 日，

票据号码：1750189475，

款项内容：车棚，金额：

2460元，声明作废。

陈胜 郑雅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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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弓

一位在美国行医的年轻朋友，
月初向我转了一条微信——《美国
大学开了一门课，名字叫“抵制狗
屁”》。看到这样的标题，不点进
去是不可能的。但它确实不是“标
题党”，完全题文相符。

这门奇怪的课，由位于西雅图
的华盛顿大学开设。为什么称其为

“抵制狗屁”，授课老师是这样回应
的：所谓“狗屁”，是指公然罔顾
事实和逻辑的语言、数据、图表以
及其他方式呈现的信息，发布者的
目的，是让受众留下深刻印象并且
难以抗拒；“抵制狗屁”，则指公开
批驳上述这些有问题的东西，批驳
的对象其实更广，还包括谎言、背
叛、诡计和不公等。

对于在大学课程里公然使用
“狗屁”这种粗俗的语言，两位老
师坦承，他们看重的就是这个词的
粗俗，毕竟，粗俗的语言有一种特
殊的力量。“我对你的说法持保留
意见”，远没有“你这是狗屁”来
得更有力量。用中国话说，应该是

“话糙理不糙”。
学校确定这门课的培养目标有

以下几项：对在你的信息食谱中出
现的“狗屁”，保持警惕；无论何
时何地遇到“狗屁”，能够识别出
来；能准确说明为什么一则“狗
屁”是“狗屁”；能在统计学或科
学专业的人士面前，给出对“狗
屁”的技术分析；能够在迷信的阿
姨和叔叔面前，解释你对“狗屁”
的分析，不仅让他们能听懂，还要
有说服力。

两位老师自信地向访者表示，
在这门课上学到的，肯定是学生整
个大学期间最有用、应用范围最广
的能力。

在这个粗俗的课名下，倒是有
严肃的课程设置：有权威专家关于

“狗屁”的系统理论著作，有分辨
“狗屁”的常见方法，有对“狗
屁”类型的详尽分析，有运用大数
据和算法等对“狗屁”现象的深度
开掘，还有对于假新闻的经济驱
动、回音室效应、如何进行事实核
查的阐释，以及驳斥“狗屁”需要
的策略选择等。

看完对“抵制狗屁”这门课的
初步介绍，不知你的感觉如何？我
当时的直觉是，我们这里也存在着
有害无益的海量“狗屁”，我们这
里也需要具有批驳“狗屁”能力的
大批人才，我们这里也应该开设

“抵制狗屁”课。
由于发表极大自由时代的到

来，让制造、传播种种不实信息太
容易，由此给社会带来了深重的危

害。制造、传播这些不实信息的
人，不排除有不良动机甚至阴险目
的的，但多数还是因为感到有趣，
或者以为所传信息是新知识，想与
同事、朋友分享的。如此这般，一
传十，十传百，其中有点“冲击
力”的，几个小时就可能传遍全
球。于是，一些有关政治的谣言，
搞乱了人们思想，扰乱了社会秩
序；一些有关生活的谣传，引发了
家庭恐慌，损害了企业和民众权
益。

“造谣张张嘴，辟谣跑断腿。”
匡正不良信息，要付出的时间和能
量，远比制造大得多，待正确信息
紧张赶到，不良后果已经形成。

海量的“狗屁”中，有一些是
为了骗人谋利。那些低级骗术有一
个共同点，就是利用人的弱点。十
几年前，在办公室接到过来自深圳
的一个电话，说他们那里搞手机号
抽 奖 活 动 ，“ 你 中 二 等 奖 ，奖 金
128000 元，我们可以代为领奖，你
只需付一笔劳务费和税金。”我当即
回答他：“128000 元送给你了。”对
方当即挂断了电话。如果我当时相
信“天上会掉馅饼”，就上当了。

另有更多的“狗屁”，针对的
是我们的不良情绪。我的手机“收
藏”里，还留着前几年疯传过的一
个笑话，“医生罢工人数时间与国
民死亡率成反比”。这个笑话的所
谓依据，是当初流行过的一个说
法，“1/3 病人是医生治死的”。笑
话里煞有介事地说，哥伦比亚某城
市医生罢工 52 天，当地死亡率下

降了35%；以色列全国医生大罢工
1个月，当月全国死亡人数下降了
50%；中国西医如果罢工 3 个月，
能让 150万人避免死亡。不说这些
数据无从查考，有一个大漏洞就明
明摆在那里。假定“1/3 被治死”
的结论成立，那么还有 2/3被治活
了。医生不上班，被治死的不会死
了，被治活的自然也活不了了，那
还是医生上班好。可是，这种明显
违背逻辑的谣言，居然很多人信、
许多人转。这并不一定是他们的数
学不好，而是因为对医生存在的偏
激情绪，降低了他们的思考能力。

如果我们的网民中有一部分人
对“狗屁”具有警惕、识别、分析
的能力，并敢于、善于向家庭成
员、同事朋友及时解释，“狗屁”
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舆论场上自
然会干净许多，人们也不必成天为
那些“狗屁”空耗精力和时间，更
可以集中精力工作学习，放下手机
快乐生活。

提高对“狗屁”的抵制能力，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进行规范教育。
大学开设“抵制狗屁”课，主要任
务是培养骨干。这有一个过程。现
在马上可行的是，发动社团组织及
基层社区，开展基本知识和一般逻
辑学的科普教育。师资可以就地取
材，机关、学校所在有不少，上课需
要的案例，也可谓取之不尽。如此坚
持一段时间，“狗屁”的市场定会越
来越小。不止如此，坚持不懈地对全
民进行“抵制狗屁”教育，本身就是
提高公民文化素质的当务之要。

“抵制狗屁”这门课 中国大学也该开

俞 洲

假期一开始，似乎就宣告“补
习大战”的打响，各种培训班、辅
导班成为多数孩子暑假的“标配”
项目。记者注意到，不管是在微信
朋友圈还是在各大网站上，针对学
龄前和小学阶段儿童的网络课程推
送越来越多。炎炎夏日，在家就能
跟着名师上课的模式，也让很多家
长心动 （7月20日《宁波晚报》）。

相较于传统的校外培训模式，
网络课程的推出可谓顺应了当下

“互联网+”教育的大形势，不仅
可以打破区域限制，共享优质资
源，以丰富的课程内容和精彩的名
师教学增强对学生的吸引力，而且

还因不受时空约束免去了家长高温
下接送孩子的麻烦，与实体课程相
比，在价格上又便宜不少，存在明
显的优势。也正因此，名目繁多的
暑期网课才会使越来越多的家长怦
然心动，掏钱毫不犹豫。

但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
一些暑期网课看起来很美，却缺乏
必要的监管，存在鱼目混珠、含金量
不足的现象，致使家长疑虑重重。更
有甚者，一些不法机构借网络课程
为名，行消费欺诈之实，肆意骗取家
长钱财，恶意盗取个人信息，严重侵
害消费者利益。类似问题如果得不
到及时有效制约，消费者自然会

“用脚投票”，本具在线教育优势的
网络课程很可能面临逆淘汰。

提升暑期网课的“含金量”，
别让它仅仅看上去“很美”。一方
面，需要家长根据孩子个性特点精
心筛选合适课程，擦亮双眼，提高
警惕，增强自己的维权意识；另一
方面，在线教育机构应消除急功近
利的运营思维，树立长远眼光，确
立品牌意识，在规范经营和诚信服
务的基础上，着力打造优质网络课
程，不断提升自身的形象和声誉。

更为重要的是，政府相关部门
应强化监管职能，及早谋划，主动
作为。由于在线教育具有跨地域、
跨行业等特征，一旦发生违规现象
往往存在取证难、查处难等问题。
这就需要市场监管部门及时制定出
台相关政策措施，健全完善规章制

度，将暑期网课纳入校外培训市场
的综合整治工作之中，强化相应的
监督检查，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现
象，有效避免在线教育机构的无序
竞争。

与此同时，还要切实防范少数
学校和教师借助暑期网络课程的名
义搞实质上的“有偿补课”。在一
些地方，部分在线教育机构直接与
教研部门和学校合作，推出一系列
针对性较强的补课项目，通过学校
向学生发布开课通知吸引学生上
课。对这种以“自愿参与”为幌
子，在有偿补课上打“擦边球”的
做法，教育行政部门理应强化责任
担当，采取有效措施坚决叫停，并
严肃追责。

别让暑期网课只是看起来“很美”

赵继承

日前，“2018 年中国百强城
市排行榜”在上海揭晓，北京、上
海、广州位列前三，宁波排名第 20
位。宁波经济指标总分值58.54，排
名第 14 位，其中 GDP 分值 59.80、
储蓄分值 57.28；软经济指标总分
值 62.76，排名第 32 位，其中环
境 分 值 73.88、 科 教 分 值 51.26、
文化分值 78.02、卫生分值 47.89

（7月22日甬派新闻客户端）。
中国百强城市排行榜由华顿

经济研究院编制，以 GDP总量排
名前 100 位的地级及以上城市作
为入围城市，按照经济指标（占比
61.8%）和软经济指标（占比38.2%）
综合得分进行排序。经济指标包括
GDP 和居民储蓄，软经济指标包
括环境、科教、文化和卫生，是城市

“内核”，也是民生根本。该排行榜
倡导的是均衡、协调、高质量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衡量出一个城市发
展的质量水平。

根据公布的数据，与 2017 年
相比，从排行榜前 20名的指标分
值看，经济指标除北京、苏州、
长沙等三城提高外，其他城市均
下降，而软经济指标除上海、深
圳、天津等三城下降外，其他城
市均有不同幅度提高。不难看
出，在经济指标普遍下滑的形势
下，“硬”经济指标与软经济指标
之间的“不平衡”态势非常明
显，而软经济指标对提升综合排
名的“贡献率”越来越大。

在排名提升的杭州、苏州、
武汉、长沙、郑州、西安、无
锡、济南等八个城市中，除长

沙 、 苏 州 、 无 锡 三 城 “ 双 升 ”
外，其他五城经济指标分值下
降，软经济指标分值提高，但综
合排名上升，更说明提高环境、
科教、文化和卫生等发展水平，
已成为拉高综合分值和百强城市
排名的重要引擎和动力。

宁波 2018 年与 2017 年相比，
两年稳居百强城市排名第 20 位，
经济指标与软经济指标分值也呈
现“前降后升”的态势，体现出
软经济指标分值对排名的巨大影
响。从统计来看，软经济指标分
值提升 6.36，其中环境、文化指
标的分值有很大的“贡献”，文化
指标，分值从 2017 年的 52.93 上
升 到 2018 年 的 78.02， 而 科 教 、
卫生指标相对 2016年分值连续两
年下降，且分值均在 60以下。正
因这四个指标基数低、提升慢，
导致软经济指标分值排名第 32
位，成了拉低综合分值的“一条
短腿”。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城市
发展应该坚持“硬”经济和软经
济指标“双轮驱动”，这才是实现
城市更“优”的正确姿势。就宁
波的情况而言，在排行榜中，既
看到了把城市做优的“宁波理
念”“宁波解法”“宁波经验”，也
看到了在提高软经济指标上还有
发展之痛，在实施科教兴市战
略、发展卫生事业上还有“功
课”要补，环境、文化方面虽然
进步显著，但对标其他城市，差
距依然不小。在城市间竞争“前
有标兵速度不减，后有追兵加速
超赶”的态势下，我市必须激发
各项“潜能”，全力进发。

从百强城市排名看宁波发展

微信红包本是亲友间娱乐、交流的一种方式，但在一些微信群
里，几元的红包代表着数万元的输赢。2015年至今，微信红包赌博手
法不断翻新，从最初的“接力”类，即抢到最小红包者输，继续发红
包；到“扫雷”类，即抢到特定尾数者输；再到“猜尾数”，即猜错尾数
者输；直至现在的“拼点数”，即点数小者输……花样越来越多，金额
越来越大。许多人误认为“来钱快”而沉湎其中，实际上这是一个玩
家必输的赌局。 新华社发 程硕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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