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公司股东决定：
宁波送变电建设有限公司拟吸收合并宁波永耀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宁波甬城配电网建设有限公司，其中宁波
送变电建设有限公司存续，宁波永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甬城配电网建设有限公司注销。吸收合并前，宁波送
变电建设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2967.2871万元，宁波永耀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2100万元、宁波甬城配电
网建设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2000 万元，吸收合并后，宁
波送变电建设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7067.2871万元。根据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宁波送变电建设有限公司和宁波

永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宁波甬城配电网建设有限公司
的有关债权债务均由合并后的宁波送变电建设有限公司
承继，请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
知书的自本次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可以要求原公司
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
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合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

特此公告！
宁波送变电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永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甬城配电网建设有限公司

吸
收
合
并
公
告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J330534217，声明作废。

刘晨曦
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3320050084901，开户银
行：宁波银行（庄市支行），
声明作废。

宁波市火豪艺术特长
培训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由金星船公司出
具的海运提单一套，提单号
GOSUNGB9359404，船 名
航 次 ：YM EXCEL-
LENCE/027W，声明作废。
宁波市万虎进出口有限公司

遗失对外贸易经营者
备案登记表，备案流水号：
2821a15609810740330211，
声明作废。

宁波市金泽机电科技
有限公司

遗失国桥远航国际货运
（上海）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正本货单提单一套，提单号
NBS1810917，船 名 航 次 ：
CSCL ARCTIC OCEAN V.025W，
声明作废。 绍兴茉蝶纱纺
织品有限公司

遗失保单单证 2 份，流水
号 ： CFBA1811032630、
QBBF1800314961，声明作废。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遗失宁波增值税普通发
票，发票号码：NO.03393937，
发票代码：3302162350，声明作
废。 王中力

遗失浙江省医疗住院收费
票据，号码：1550013911，金额：
23140.69元，声明作废。王苏玲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证号：
M330169346，声明作废。童雨琳

遗 失 残 疾 证 ，号 码 ：
33020619550305091444，声 明
作废。 贺永康

减资公告
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本

公司将注册资本由 450 万元减
至 10 万元，并按有关规定办理
减资手续，特此公告。宁波市鄞
州飞龙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启事

公告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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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信号微信号NBRBXXGCNBRBXXGC

永寿发行站 永寿街8号 87103796 丽园发行站 薛家南路88弄20号 88185893
民安发行站 民安路248号 87373235 宋诏桥发行站 宋诏桥路83号-4 87842289
春晓发行站 育兴街27号 87929465 高新发行站 海棠路94号 87912229
江北发行站 生宝路70号 87676005 洪塘发行站 洪塘中路22号 87591475
鄞东发行站 四明中路93号 88117061 鄞西发行站 鄞县大道西段834号 88254798

下列日报下列日报发行部发行部均可受理均可受理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余姚市陶家路江三期整治工程已由宁波市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17】272号批准建设，建
设资金由余姚市自筹解决为主，宁波市按规定补助，项目出
资比例为 100%，招标人为余姚市流域防洪工程建设指挥
部，招标代理人为嘉兴市银建工程咨询评估有限公司。项目
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工程Ⅳ标段监理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建设地点：南起大河门江，北至泗门泵站。
2.2. 工程类别：本工程等别为 IV 工程，堤防等级为 4

级，次要建筑物和临时建筑物 5 级。后海舍水闸建筑物级
别为2级，临时建筑物5级。

2.3. 工程建设规模：工程南起大河门江，北至泗门泵
站下游引河（陶家路江二期整治工程上游起点位置），长约
5.137 公里，河底高程-1.87 米，河道主槽总体向东为主拓
宽至 63~74.5米。陶家路江桥梁共涉及 22座桥梁需重建或
拆除，其中重建 15 座，新建 2 座，拆除 5 座；重建后海舍节
制闸，规模为总净宽60米（5孔*12米），底高程-1.87米；配
套重建河道水文测报系统及沿线涵闸、涵洞等设施。

2.4.工程建设内容：拓宽河道、新建堤防护岸、新建防
汛道路、市政道路、桥梁接线道路及景观绿化，新建或拆除
重建跨河桥梁等。

2.5.标段招标范围：大河门江至汝虹桥段，桩号ⅣC0+
000—ⅣC1+157.41。河道河口宽度 63-74.5m。本段工程主
要内容为 1157.41m 长河道拓宽及护岸工程、景观绿化工
程、道路桥梁工程（包括拆除重建 1座跨河桥梁，拆除 2座
跨河桥梁，新建 1座跨支河桥梁工程），新建 1座水文测亭
等的施工阶段全过程监理（含：水土保持、环境保护的监理
和验收）及保修期监理。

2.6.工程总投资估算：17.3亿元（其中工程部分10.3亿
元）。

2.7.本标段工程部分约：14000万元。
2.8.本标段监理费约230万元。
2.9. 监理服务期：自签订监理服务合同之日起，至监

理范围内所有项目通过竣工验收并保修期满止。
2.10.进度控制目标：同施工工期要求。

2.11.质量控制目标：同施工质量要求。
2.12.安全控制目标：同施工安全要求。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资质等级：投标人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

具备水利部颁发的水利工程施工监理丙级及以上资质，并
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监理能力。

3.2. 项目总监理工程师要求：具有合格有效的监理工
程师资格证书（水利水电相关专业），年龄男不超过 60 周
岁，女不超过55周岁；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必须无在建项目

（说明：无在建项目的界定按浙政发（2014）39号文件执行）。
4.信誉要求：
①投标人及拟派的项目总监理工程师无不良行为记

录（不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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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其他要求：
①投标人和拟派总监理工程师已在投标截止时间之

前在宁波市水利局网站上“宁波市水利市场建设信用信息
平台”建立信用档案（以开标当日资格评审时宁波市水利
局网上查询的公示结果为准）。

②根据浙水建【2013】31号文件规定，投标人及其拟派
参与本项目的从业人员（指项目总监理工程师、水工专业
的专业监理工程师）应当在浙江省水利建设市场信息平台
(http://js.zjwater.gov.cn)上公示相关信息（以开标当日资格
评审时在网上查询的结果为准）。

③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的项目总监理工程师
不得为失信被执行人，招标代理人将在预中标公示前对预
中标候选人的相关失信信息进行查询（具体“信用中国”网
站 www.creditchina.gov.cn 查询为准），如预中标候选人或
预中标候选人其法定代表人或预中标候选人拟派的项目
总监理工程师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则取消中标候选人资
格，本项目重新招标。

6.资格审查方式
资格后审
7.招标文件的获取
7.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8 年 9 月 7 日至 2018

年 9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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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下载
招标文件（含图纸）。超出上述规定期限的，招标人将不予
受理。

7.2.招标文件每套售价300元，售后不退。投标人提出
问题和要求澄清招标文件的截止时间为 2018年 9月 17日
16时。建议投标人在此时间前下载招标文件。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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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需自行下载相关文件，
如有遗漏，责任自负。

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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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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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机构
联系。

7.7.未在网上下载招标文件的单位，其投标文件不予
受理。

8.投标保证金
8.1.投标保证金的金额：人民币40000元人民币。
8.2.投标保证金的形式：
形式①：银行电汇或银行汇票直接缴入以下账户

保证金到账截止日期：2018年9月25日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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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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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保证金采用银行电汇或银行汇票形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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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给招标（代理）人；
投标保证金采用保险保单形式的，保险保单复印件加盖单
位公章编入投标文件中，同时将保险保单原件在投标截止
时间前提交给招标（代理）人。

8.3. 退还时间：详见“投标人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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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74-87187113（中国建设银行），0574-
87011318、87011820（宁波市建设工程综合保险服务中心）

9.投标文件的递交
9.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18年9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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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楼，具体场所详见电子指示屏
幕）。

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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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发布公告的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在宁波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网站及宁波日报上发布。

11.联系方式
招标人：余姚市流域防洪工程建设指挥部
招标代理人：嘉兴市银建工程咨询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余姚市南雷南路328号合力大厦南幢5楼
联系电话：13486663023
传真：0574-62655029
联系人：叶攀

余姚市陶家路江三期整治工程Ⅳ标段（监理）招标公告

标段号

001

金额

(元整)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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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资源交易）

开户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宁波东城支行

银行账号

33101983671050500863-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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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蒋炜宁 通讯员 池瑞辉

16 岁的郑婷婷从李兴贵中学
毕业后，每两周就去看望曾经的班
主任励永定，知道励老师喜欢老家
的山山水水，她用了半个月画了一
幅水彩画送给他。婷婷写了《我和
老励的故事》发在朋友圈里。教师
节临近，毕业 20 多年的学生再一
次相聚，商量着给他们的励老师过
节……这让从教 32 年、严肃的老
励感动得潸然泪下。

30 多年的教学里，老励任了
18 年班主任。学生对他的称呼由
励老师到老励、励哥、励爸。

励爸有个神奇抽屉

老励有个神奇的零食抽屉，里
面装着苏打饼干、蛋黄派、巧克力
等各类零食，总也吃不完。起因是
初三刚接班时，婷婷胃疼去讨饼
干，老励心疼之余赶在最后一节自
习课时急急送上。此后，老励的抽
屉里常备苏打饼干。后来，找老励
要零食的学生越来越多，零食抽屉
升级成零食柜。

孩子有需要时，老励总能变出
相应的零食来。口腔溃疡的同学会
喝到老励家乡特产菊花茶，贫血的

同学总有红枣吃……这些吃的记忆
在老励每届学生中都散发着热气。
97届7班沈一琼说，老励给他们班
免费蒸过 3 年盒饭。“那时我要参
加体育训练，运动量大，老励主动
帮我蒸饭。后来让他蒸饭的同学越
来越多。从办公室到食堂有段很长
的路，老励总抱着 10 多个饭盒，
都撂到胸前了！”当时大家都带饭
盒到学校蒸，为了让同学有更多时
间学习，老励主动揽活，买米的钱
大多是他贴的。

老励的火眼金睛

老励有双火眼金睛。94 届姜
姝男一直跟奶奶生活，性格内向。
老励安排她当班干部，收发本子、
排练班级演出，各种历练之下，小
姜越来越活泼。一次老励找她谈
话，说她书法、体育、音乐、舞蹈
都不错，性格很适合当幼师。后来
姜姝男考上了宁波市幼儿师范学
校。

97 届沈一琼的入学资料上写
着体育成绩好。她被老励推荐进了
校体队。可当年10月，校运会400
米和 800米项目她只跑了第五、第
六名。看她练得这么辛苦，成绩又
不佳，老励就尝试着让她改练为五
项全能，找来体育老师商量提升
训练效果。后来，她在全市中学生
运动会上拿下五项全能冠军。

一人一案，老励让每个孩子找
到了自身的闪光点。

问题的终结者

最让人佩服的是，再逆反的学
生到老励手里都服服帖帖。

94 届的周志宏自称小时候是
名“坏学生”。那时的他只有一门功
课及格，经常逃学打游戏。初二时，
他转入李兴贵中学。有一次逃课到
学校附近游戏厅打游戏，被老励逮
个正着。老励没训他，平静地说打游
戏没关系，别在上课时间打，自习课
上完、作业做好，只管去玩。

一部分表现不好的学生在老励
眼里是潜力股。他经常组织他们到
自己办公室自习。“反正感觉他整
天盯着你。”周志宏慢慢收心了。
通过两年努力，周志宏的成绩从班
级第40名上升至全校第3名，后来
还在省市的理化竞赛中捧回大奖，
并考入效实中学成为一名优秀生。

婷婷所在班级是出了名的让老

师们头疼，老励中途接手后，奇迹
发生了。初二期末考试 （社会学
科） 还稳居倒数第一，初三期中考
时班级成绩正数第一。“初中 3 年
第一次这么兴奋，后来我们班一直
遥遥领先。”婷婷说。

鼎盛时期，老励所带的班级有
30多个学生考上效实，9个考上宁
中，全班三分之二的学生考上重点
高中。

他清晨拿着工具清扫教室；为
个别从不吃早餐的学生天天准备早
餐，督促他们吃好；与几个作业拖
沓至半夜的学生约法三章，每天电
话沟通完成情况，让每人晚上 10
点前完成作业……

“被学生惦记是做老师最幸福
的事”。老励说，他有本相册全是
历届学生照片，这是他这辈子最美
好的记忆。

57 岁的老励还在做班主任，
这是他珍爱的事业。

毕业后毕业后，，学生还惦记着他学生还惦记着他

本报讯 （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虞南） 正值夏秋过渡季节，夏
天依旧孜孜不倦地发挥余热，不
过高温晴热即将得到缓解。受高
空槽东移和冷空气南下共同影
响，从今天起，我市有一次降温
降水天气过程。

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6 日
至 8 日，一股中等强度冷空气将
自北向南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
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有4至6
级偏北风，阵风7至8级，中东部
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4℃至6℃。

根据预报，今明两天我市阴
有阵雨，气温有所下降，气温跌
破“三字头”，明天最高气温降至
24℃左右，最低气温则由 25℃降
至 21℃，沿海海面将伴有 7 至 8
级偏北大风。

俗语云：“处暑十八盆，白露
勿露身。”明天，我们将迎来二十
四节气中的第 15 个节气——白
露。白露是九月的第一个节气。
露是由于温度低，水汽在地面或
近地物体上凝结而成的水珠。这
个时节，天气开始转凉，冷空气
分批南下，往往带来一定范围的
降温幅度。人们爱用“白露秋风
夜，一夜凉一夜”的谚语来形容
气温下降速度加快的情形。

冷空气携风带雨送清凉
明天最高温跌至24℃

叶金福

儿媳妇靠
在床头为她梳

头发，孙媳妇坐在床边为其打扇擦
手、揉揉按按……象山墙头镇吊水
岩村百岁老太应桂香脸上笑开了
花，乡亲们看到直夸她有福气。

读罢昨天《宁波日报》民生版
这则新闻，笔者脑海里顿时浮现出
百岁老太应桂香一家和谐、美满、
幸福的场景。可以说，这一场景正

是体现了晚辈们“善待老人，孝敬
老人”传统美德，诠释了“最美家
风”。

众所周知，家风就是一个家庭
或家族的传统风尚，其涵盖面是很
广的。家庭成员之间和和睦睦，一
家人其乐融融，这才是我们最期盼
的家风。

综观当今家庭，由于独生子女
的增多，一个家庭里老人少则四个，
多则五六个。在这个老龄化的社会
大家庭里，如何善待老人成了一个

不可避免的话题。笔者以为，传承好
家风，不妨从善待老人开始。

那么，如何让善待老人成为最
美的家风呢？笔者以为，除了给予老
人物质生活上的满足外，更重要的
是给予老人精神生活上的慰藉。有
的晚辈总以为老人有吃、有穿，其他
就无所谓了。其实，老人也需“精神
赡养”，也需子女常回家看看，或经
常打打电话。只有让老人感受到物
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双丰收”，老人
的生活才是幸福的、多彩的，老人才
能安享晚年、颐养天年。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让“善待老人”成为最美家风

本报讯（记者何峰） 9月3日
是全市中小学开学的日子，余姚
舜宇集团部分群团干部驱车来到
四明山，前往余姚大岚镇中心小
学看望结对的 10名困难学生，不
仅给每人送上开学“爱心礼”，还
给孩子们带去一份惊喜，让这些
山里的孩子吃到了心心念的“肯
德基”。

今年三八节前夕，舜宇集团
工会主席诸杏珍带领部分党群干
部来到大岚镇中心小学，为 10名

品学兼优的困难学生送去每人
1000 元的助学金，并与他们结成
帮扶对子。当学生被问到有什么
愿望时，其中一名男孩脱口而出

“想吃肯德基”，立刻引起了孩子
们的共鸣。看着孩子们期盼的神
情，诸杏珍当即和孩子们约定：

“下学期开学的时候，我们再来看
你们，到时候给你们带‘肯德
基’吃。”9 月 3 日，他们购买了
文具和“肯德基”来到大岚镇中
心小学，完成了半年前的约定。

心心念的“肯德基”尝到了

本报讯 （记 者 董小芳 徐
欣 通讯员米兰） 买房是人生一
件大事，面对动辄上百万元的房
价，有人为了省中介费私下找房
东交易，不料到头来却是花钱买
教训。日前，江北法院审理了一
起买房跳单的案件。

2017 年初，应某所有的房屋
纳入江北区拆迁计划。于是应某
便通过中介机构开始寻找房源，
准备再购置房产。多次看房后，
应某对双东路的一套房子较为满
意，考虑到通过中介机构买房要
支付一笔中介费，于是他便私下
找 到 房 东 张 某 ， 表 明 了 购 房 意

愿，并表示愿意再加价 2000 元，
希望能跳过中介机构，直接签订

《房屋买卖合同》。张某同意了应
某的要求，双方当场签订了 《房
屋买卖合同》，应某在当天支付了
3万元定金。

随后张某妻子知晓此事，便
主张双方去中介机构重新签订正
式合同，并告知应某房屋系夫妻
共有财产，原合同上没有她的签
名是无效的。与此同时，张某发
现自己与应某在匆忙之下签订的
合 同 ， 没 有 约 定 首 付 款 支 付 时
间。事后，双方始终无法就首付
款 支 付 时 间 、 过 户 时 间 达 成 一
致，因而购房计划搁置。

转眼一年过去，房价涨幅明
显，应某又想起了这份未履行的

《房屋买卖合同》，便向江北法院
起诉，要求履行购房合同。不料
张某以合同没有约定付款时间等

重要内容、且没有房屋共有人签
字等理由，拒绝继续履行，并要
求重新议价。案件最终在法官调
解下结案，张某向应某退还定金 3
万元并赔偿了部分利息损失。

“本案属于典型的‘跳单’买
房，买房人通过中介机构取得房
产 信 息 ， 并 由 中 介 机 构 陪 同 看
房，但为了规避中介费用，跳过
中 介 机 构 私 下 签 订 房 屋 买 卖 合
同。在买房人与出卖人已经与中介
机构签订委托购房或卖房协议的
情况下，中介机构可以追究买房
人或出卖人的违约责任。”法官
解释，本案中，中介机构虽然没
有追究买房人或出卖人的违约责
任，但由于缺乏经验，合同条款
不完善，遗漏付款时间这一重要
内容，买房人和出卖人还是因为

“跳单”行为付出了代价，给自
己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为省中介费跳单，结果房子“跑”了

老励和新一届学生老励和新一届学生。。 （（池瑞辉池瑞辉 蒋炜宁蒋炜宁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