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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6版】
（四）将分类交付的生活垃圾混收混运的，处五千元

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三万元以上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

（五）未按规定实时、如实记录收集的生活垃圾类
别、数量和运输去向的，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
款;

（六）擅自停止收集、运输经营活动的，处五千元以
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三
十条第一款规定，处置单位有下列情形的，由市容环境
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按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未按国家、省有关规定和技术标准，配备处置
设备设施，或者未保持设施设备正常运行的，处三万元
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未按规定处理处置过程中产生的污水、废水、
废渣、粉尘的，处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未按处置经营协议接收交付处置的生活垃圾
的，处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未按规定如实记录接收处置的生活垃圾来源、
种类、质量、数量，以及再生产品的品种、数量等信息的，
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五）擅自停止处置经营活动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

有前款第二项规定的行为，造成环境污染的，由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依照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行
政处罚。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关主管部门、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及其工作人员，未依法履

行法定职责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所在单位责令改
正；造成后果的，由有权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八章 附则

第五十六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有害垃圾，是指对人体健康或者自然环境造成

直接或者潜在危害的生活垃圾，包括废电池（镍镉电池、
氧化汞电池等），废荧光灯管（日常灯管、节能灯管等），
废温度计，废血压计，废药品及其包装物，废油漆、溶剂
及其包装物，废杀虫剂、消毒剂及其包装物，废矿物油及
其包装物，废胶片及废相纸等；

（二）易腐垃圾，包括餐厨垃圾、厨余垃圾。餐厨垃
圾，是指从事餐饮服务、集体供餐等活动的单位（含个体
工商户)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食物残余和废弃食用
油脂；厨余垃圾，是农贸市场、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居民家
庭日常生活中产生的食物残余、废弃蔬菜瓜果、腐肉、肉
碎骨、蛋壳、畜禽产品内脏、水产品废弃物等;

（三）可回收物，是指未污染的适宜回收的可利用或
者可资源化利用的废弃物，包括废纸、废塑料、废玻璃及
玻璃制品、废金属、废包装物、废旧纺织物、废弃电器电
子产品、废弃非机动车等，以及废弃桌椅板凳、沙发、床
铺、橱柜等大件垃圾；

（四）其他垃圾，是指除有害垃圾、易腐垃圾、可回收
物以外的生活垃圾，包括碎纸屑、污染的废纸、废弃塑料
袋、烟蒂、尘土，以及居民庭院修剪树木、草坪产生的树
枝树叶等。

第五十七条 本条例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1.招标条件
宁波市国际贸易展览中心 11号馆已由宁波市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备[2013]10号批准建设，项目业
主为宁波市国际贸易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招标人为宁波
市国际贸易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招标代理人为宁波德威
工程造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自筹，项目
出资比例为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
标识系统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址：本项目位于宁波市东部新城，东临海晏

路，西至10号馆，南至民安路，北至规划道路。
招标控制价：3940024元。
交货期：接到招标人书面通知后，60日历天内制作

安装完成并验收通过，具体满足总包进度要求。
招标范围：除商业部分和B、C楼主楼外的室内外标

识系统的供应、安装、服务，不包含设备基础、管线安装。
标段划分：1个标段。
质量要求：按国家和行业验收规范一次性验收合格。
安全要求：合格。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资格要求：
3.1.1投标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
3.1.2 企业营业执照营业范围须包含标识标牌制

作、安装等经营范围；投标人须委派项目负责人一名，须
提供项目负责人委任书。

3.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4其他要求：

（1）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无不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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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不得为失
信被执行人。在预中标公示前，中标候选人及其法定代
表人、项目负责人经查询有“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的，取
消其中标候选人资格，本项目重新招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8年8月30日至2018

年9月20日16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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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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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文件下载费用为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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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宁波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不另行提供纸质版补充文件。投
标人需自行下载相关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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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者在网上购买文件前，须先办理公共资源交易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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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文件网上下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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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在网上下载招标文件的单位，其投标文件不
予受理。

5．投标保证金
5.1投标保证金金额为：人民币伍万元整
形式①：银行电汇直接缴入以下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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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970089932
形式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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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式③：银行保函
银行保函应由宁波大市范围内的银行出具，银行保

函需采用招标文件专用条款提供的格式。
5.2提交截止时间：2018年9月20日16时（北京时间，

以资金到账时间或保险保单或银行保函出具时间为准）。
退还时间：详见示范文本“投标人须知”第3.6.3条款，同时
退还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保险保单或银行保函形式的
不予退还）。咨询电话：0574－87861127（中国银行）、0574-
87011318、87011280（宁波市建设工程综合保险服务中心）

6．投标文件的递交
6.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

为 2018 年 9 月 26 日 9 时 30 分，地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宁穿路 1901号市行政服务中心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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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招标人不予受理。

7．招标公告的发布
7.1时间：2018年8月30日至2018年9月20日。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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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宁波
网（www.cnnb.com.cn）、宁波市国资委网站（www.nbgz.
gov.cn）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国际贸易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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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碧君、秦元根
电 话 ：0574- 87686064，15257491615；0574-

87686672
传真：0574-87686776

宁波市国际贸易展览中心11号馆
室内外标识系统项目招标公告

本报讯（记者仇龙杰） 近日，
有读者通过中国宁波网民生 e点通
问政平台发帖反映，海曙区望春佳
苑的地下车库开了一家三无快餐
店，而负责小区管理的经纬物业却
放任其无证经营。

帖文称：“车库里灯火通明，
人头攒动，这家快餐店已经严重影
响到小区居民的正常生活，残羹冷
炙催生大量苍蝇蚊子，长此以往，
如果出现疫情怎么办？”

8 月 30 日 11 时，记者来到现
场探访，发现小区东侧地下车库出
入口附近有一块“地下车库 快
餐”的指引牌。从该通道进入小区
地下车库，只见十几套桌椅摆在画
着白线的停车位上，足足占去了
14 个停车位，其间不少人正在用
餐。摊位上的不锈钢盆里有近二十
道菜品，边上挂着支付宝和微信支
付码。

11 时 20 分，这些位子基本已
坐满，生意十分兴隆。前来用餐的
大多是附近的装修工人。环顾四
周，记者发现所有饭菜上均无防尘
罩，人车过处，灰尘四扬。

据了解，望春佳苑小区是今
年 4 月底至 5 月初交付的，有不少
业主已经入住。有居民称：“自从
车库有了这个‘大食堂’后，小
区里的苍蝇蚊子突然多了不少，
我们就此向物业投诉过，但物业
不仅不处理，还说快餐店是有营
业执照的。”

宁波海曙经纬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一位工作人员在接受采访时称：

“业主投诉后，市场监督管理局介
入过，我们将经营户提供的资料给
了他们。由于不是现场烧的，而且
营业执照、外卖证齐全，所以市场

监督管理局认为是合格的。”
这样的地下车库“大食堂”真

的合格吗？读者提出两个问题：
1、按规划配建的地下车库，属于
公用空间，归全体业主共有，且地
下车库规划的用途是停车，这样擅

自改变停车位用途的行为是否合
法？2、即使这家快餐店拥有经营
许可证，难道就可以凭证到地下车
库经营吗？

此事相关进展，记者将继续跟
进报道。

发现身边文明或不文明，请您
通过以下方式反映：

1、拨打热线81850000
2、微信搜索“nb81850”，关

注后直接留言
3、登录中国宁波网民生e点通

望春佳苑地下车库成了“大食堂”

本报讯（记者徐展新） 近段时
间，全国各地肉菜价格“涨”声一
片引发关注。全国性的肉菜涨价潮
下，我市是否会受影响？8 月 31
日，记者从宁波肉菜追溯城市平台
获悉，我市肉菜价格保持平稳，市
民无须担心。

数据显示，近两个月来，我市
蔬菜价格起伏幅度较小，且总体呈

下行走势。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分
析，今年我市梅雨期间雨水相对较
少，晴热天气较多，致使蔬菜产量
大幅增加，多地蔬菜基本实现自产
自销，为蔬菜市场提供了一颗“定
心丸”。

此外，我市猪肉价格也未受
“非洲猪瘟”影响，批发、零售价
格基本稳定。本周，猪肉批发价格

21.81元/公斤，环比下降0.1%；超
市零售价格为27.84元/公斤，环比
上 涨 0.8% ； 农 贸 市 场 零 售 价 格
31.30元/公斤，环比下降0.6%。仅
有香菜和菠菜涨势较快，批发价分
别为40元/公斤和20元/公斤。

据监管部门负责人与行业专
家分析，部分菜价上涨的主要原
因是“三伏天”气温高、降雨频

繁、空气湿度大，不利于蔬菜生
长，香菜、菠菜等怕热、怕雨水
的菜品产量缩减导致价格上涨。
此外，今夏台风较为频繁，极端
天气会影响蔬菜从产地向批发市
场和终端消费市场的运输效率，
导致成本增加、经营户提价。气
温回落后，这些品类的菜价将回
归正常水平。

近两个月我市肉菜价格保持平稳

图片引自网友“无良物业经纬”帖文

本报讯 （记者崔小明 通讯
员戴云华） 昨晚，2018 宁波惠民
文化消费季暨北仑文化消费月启
动仪式在北仑博地影秀大剧院举
行，来自社会各界的市民代表
1000多人参加了启动仪式。

据了解，2018 宁波惠民文化
消费季于 9 月至 11 月举行。全市
各区县 （市） 及功能区将集中推
出惠民演出季、娱乐季、电影
季、文化旅游季 4 大主题板块。
此外还有影视嘉年华、文化消费
品牌榜、区县 （市） 活动等多个

个性板块，内容包含城市话剧
节、儿童剧展演周、旅游集市、
城市品牌生活节、海洋文化节、
电子竞技大赛、文化讲堂等 80余
场活动。消费季期间，将围绕重
点活动配套发行惠民消费券。

昨晚，北仑区博地影秀城推
出了文化消费专题灯光秀，吸引
了众多市民前来观赏。嗨秀影视
体验馆、蹦床乐园、微方天地等
活动更是人气爆棚，非遗文创产
品展销、书店折扣季、影城电影
节深受市民欢迎。

2018宁波惠民文化消费季启动
80余场活动等你来参加

本报讯 （记者陈朝霞 通讯
员张立 史媛） 宁波海拔最高山
村、海拔近 800 米的海曙区章水
镇箭峰村沁草果园迎来了今年的
第一批高山桃子成熟。

8 月 30 日下午，记者在果园
看到，满园桃树果实累累。“果园
种植着 6000 棵桃树，有来自美
国、日本的九个品种，第一批

‘美国珍品桃’8月上市，产量有
1000 公 斤 ， 其 余 ‘ 美 国 秋 丽 ’

‘美国秋彤’等品种可以陆续供应
到 10 月 中 旬 。” 果 园 主 人 叶 宁
说，山上空气清新、无污染、水

源好、温差大，“我尝试让这批桃
子无公害纯天然生长，结果味甜
口感好、个头大，最小的超过
350克，大的超过500克”。

叶宁表示，他的果园走的是
精品路线。首先要保证高山桃子
的高品质，然后利用其与传统水
蜜桃上市的“时间差”，掌握市
场主动权。叶宁说，未来将依托
互联网配送，把高山桃子销售到
更加广阔的市场，同时借助周边
山清水秀的风景，将水果种植与
观光农业相结合，提升果园附加
值。

宁波海拔最高的果园桃子上市

本报讯（记者王佳 通讯员钱
浩） 去年，宁波福利彩票筹集了多
少公益金？有多少彩民成为“幸运
儿 ”？ 近 日 ， 市 民 政 局 发 布 了

《2017 年宁波市福利彩票社会责任
报告》。

报告详细介绍了宁波福彩公益
金的筹集、分配、使用，以及发行
销售等情况。2017 年，全市共销
售福利彩票 22.66 亿元，总销量排
名全省第二，筹集公益金 6.49 亿

元，为宁波市提供可使用财力3.55
亿元，同时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
2000余个。

报告显示，去年宁波市本级福
利彩票公益金支出1.1199亿元，专
项用于市本级及区县 （市） 社会福
利等社会公益事业，资助了包括老
年人福利、残疾人福利、儿童福
利、社会公益等四类项目。

同时，宁波福彩开展了一系列
公益活动，为独居孤寡老人除尘、

为社区居民和环卫工人送腊八粥、
为建筑工人送暖心福袋……其中，

“福彩暖万家·助圆大学梦”活动
圆了103位困难学子的大学梦。

去年一年，宁波中出 500万元
及以上大奖 23 注，位列浙江省第
一。其中，一个是宁波福彩史上最
大奖 5832 万元。同时，还中出一
注43人合买的820万元大奖，创宁
波彩票史合买人数和中奖奖金之
最。

宁波福彩社会责任报告出炉
去年一年筹集公益金6.49亿元

本报讯 （记者王岚 通讯员
顾东栋） 近日，位处海曙区夏禹
路与环城西路交叉路口的南雅垃
圾中转站，拉开了一场“美颜”
行动：一辆挖机沿着中转站长约
50 米的铁艺围墙来回穿梭，清理
杂物的同时平整出一道“黄土
地”，这里将种上一批绿植，给原
本平淡无奇的围墙“增光添彩”。
据悉，海曙区是我市全面开展

“拆墙透绿”行动后首个启动工程
建设的区域。

拆 墙 透 绿 工 作 纳 入 宁 波 市
“城乡争优”工作范围。自今年 6
月以来，海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园林部门主动对接，相关部门组
建了拆墙透绿专项领导小组，提

前开展调查摸底，确定了环城西
路广安路南侧、解放北路与和义
路路口、柳汀街与偃月街交叉口
等 8 个点位。在此基础上，专业
人士还为各个点位量身定制拆墙
透绿增绿方案。

8 月 23 日，海曙区就拆墙透
绿增绿工作举行专题会议。同
日，南雅垃圾中转站铁艺围墙立
体绿化工程启动。

据悉，此次拆墙透绿，将分
批次分阶段进行。截至目前，柳
汀街与偃月街交叉口食品药品管
理局两侧的文化墙已率先建设完
成。其余点位改造工作也在积极
推进中，预计 9 月底前可完成以
上全部点位透绿增绿改造。

海曙率先启动
新一轮拆墙透绿工作
9月底前可完成8个点位围墙立体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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