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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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段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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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重
建后海舍水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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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C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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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招标控制价：Ⅳ标段招标控制价145120396元
2.7.计划工期：24个月
2.8.质量要求：达到国家工程质量验收合格标准
2.9.安全要求：无重大人员伤亡安全责任事故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须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及

以上资质，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和安全生产许可证。

3.2.项目负责人具有水利水电工程贰级及以上建造师
注册证书、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
证），不得在其他任何在建合同工程中担任项目负责人。

3.3.投标人和拟派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负
责人、安全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员、质检
员、施工员已在“宁波市水利市场建设信用信息平台”进
行备案登记；投标人及拟派参与本项目的从业人员（指项
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安全负责人、专职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员、质检员、施工员）应当在浙江省
水利建设市场信息平台（http://js.zjwater.gov.cn）上登记相
关信息，外地进浙施工企业的委托代理人必须是在浙江省
水利建设市场信息平台上已经公示的授权委托人（以开标
当日资格评审时在网上查询的结果为准）。

3.4.拟投入本项目的技术负责人、安全负责人、质量
负责人均须具备水利水电贰级及以上建造师注册证书，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持有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C 证），安全员、质检员、施工员应持有省级及以上水行
政主管部门颁发或认可的上岗证。

3.5.人员数量要求：拟投入本项目项目负责人、技术
负责人两个岗位不得相互兼任，且投入的水利水电工程
专业的注册建造师不少于 3 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不少于3人。

3.6. 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必须无不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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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8.资格审查方式：资格后审。
3.9. 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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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负
责人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则取消中标候选人资格，本项目
重新招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8年9月7日至2018
年 9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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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招标文件每套售价300元，售后不退。
4.3.招标文件质疑截止时间：2018年9月16日16时，

建议投标人在招标文件质疑截止时间前下载招标文件。
4.4.如有补充的招标文件请关注本网站，自行下载，

不另行提供纸质版补充文件。
4.5. 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招标文件，有意参加投

标申请者在网上购买文件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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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招标文件网上下载系统操作手册详见宁波市共
资源交易中心网站“资料下载”栏（咨询电话：0574-
87187966陈工）

4.7. 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机
构联系。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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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保证金的金额：人民币800000元人民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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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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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投标人基本账
户开户许可证复印件编入投标文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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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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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投标文件的递交
6.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即投标截止时间，下

同）为 2018 年 9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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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楼，具体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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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招标公告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及宁

波日报上发布。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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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叶
联系电话：13486663023 传真：0574-62655029

余姚市陶家路江三期整治工程Ⅳ标段（施工）招标公告

标段号

001

金额

(元整)

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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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01983671050500863-1040

8月28日，中国宁波青年大
学生创业大赛主题沙龙举行，农
行江北支行积极参与本次创业大
赛金融服务，助力大学生圆“创
业梦”。

农行江北支行加强对大学生
的服务，在宁波大学设立网点，
早在 2015 年便向大学生创业提
供服务，与宁波大学黄庆苗楼大
学生创业中心基地已有 3年对接
合作历史，其中与位于该创业基
地的某企业服务公司联系密切。
农行专人对接，提供上门服务，
共同合作为其他创业公司提供代

理开户业务，解答各类金融问题。
另外，利用农行自身产品优势，为
创业公司提供定制化商务金融综合
服务，宁大毕业生创建的某贸易公
司成功注册农行“e 商管家”，该
产品是集供应链管理、多渠道支付
结算、线上线下协同发展、云服务
于一体的金融服务平台，满足公司
自身以及供应链上下游财务结算、
采购销售、营销配送等的全方位管
理。最近该公司也获得农行微捷贷
信用贷款支持，今后在授信额度内
可实现全流程线上贷款和还款。

（江娜）

农行江北支行助大学生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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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鄞州银行姜山支行开
展“关爱小候鸟”活动，为宁波
朝阳纺织有限公司的“小候鸟”
送去夏日清凉和金融知识。

当天，姜山支行工作人员为
小朋友们送去冰激凌、玩具，
为他们带去金融知识小课程，
通 过 讲 故 事 、 互 问 互 答 等 方
式，讲解货币的起源、防范电
信诈骗等金融小知识，寓教于
乐，得到了外来务工人员的一致
好评。

“我是第一次来宁波，不仅

可以和爸爸妈妈在一起，而且还有
很丰富的假期生活，在这里我很开
心。”来自江西的小朋友赵佳云语
气里是满满的喜悦。

据了解，赵佳云的父母都在宁
波朝阳纺织有限公司上班。宁波朝
阳纺织有限公司的工人多为外来务
工人员。许多工人夫妻双方均在厂
里打工，企业给外来员工提供了宿
舍，考虑暑假期间他们的小孩无人
照料，特成立了“小候鸟”暑期
班，安排专门团队负责，现有小朋
友25人。 （叶青）

鄞州银行姜山支行关爱“小候鸟”

近年来，工行宁波市分行通过
陆 续 推 出 工 银 小 微 金 融 服 务 平
台、工银 e 缴费、票据池、收款
管家、现金管理、资金管控、财
智账户卡、账户管家、企业通、
特色存款等对公业务，为企业提
供了全方位的集账户、结算、理
财为一体的管家式服务，助力企
业茁壮成长。

工银小微金融服务平台通过工

商银行手机银行渠道，向小微企业
提供全流程金融服务的入口。平
台的功能包括工商注册、手机银
行预约开户、结算管理、资金存
管、法人理财、网络融资等，深
度融合企业经营场景，提供“线
上线下一体化”“对公个人一体
化”的综合网络金融服务。比如手
机银行预约开户，企业客户只需扫
描营业执照二维码或输入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即可直接显示企业相关
信息，在线上提交开户预约，预约
附近最方便的网点办理开户，选
择需要的结算套餐，在线自主从
15 个 账 号 中 选 择 心 仪 的 账 号 开
户。预约流程完成后，企业客户
即可携带“三证合一”营业执照等
相关资料到所选网点办理正式开
户，实现了企业开户的线上线下一
体化办理模式。

工银 e缴费是工行宁波市分行
致力于为企业提供方便、快捷、高
效的收款服务。通过“一点接入”
实现多渠道收款、查询缴费明细、
推送账单提醒和自助发布缴费项目
等代理收款服务。票据池是该行提
供的票据综合管理服务，可帮助企
业客户管理票据信息、保管票据实
物、盘活票据资产。

（沈颖俊）

工行宁波市分行结算管家式服务助力企业成长

随着金融与科技的加速融合，
移动支付行业高速发展，给人们的
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兴业银行宁
波分行顺应移动支付发展趋势，加
快支付结算便利化产品设计开发，
通过实现与公共事业系统无缝对
接，一键解决市民日常水电、燃
气、有线电视日常缴费，助力民众
生活更美好。

近年来，本着以“客户为中
心”的服务理念，兴业银行宁波银
行充分运用“互联网+”思维，努
力为广大客户带来更加丰富、便
捷和安全的移动支付服务。公共
事业缴费业务正是该行致力于智
慧城市建设服务民生工程的一项积
极尝试，市民只要通过支付宝钱包
和微信钱包平台，就可以 7×24小

时随时随地在 PC 端或手机端进
行水电、燃气、有线电视等缴费
信 息 查 询 ， 并 直 接 实 现 线 上 缴
费，极大地提升了市民生活缴费
体验。

据悉，为扩大公共事业缴费移
动化支付所涉及的覆盖范围，让更
多民众体验到这一便捷的移动支付
服务，该行积极与缴费单位达成合

作。截止到目前，该行已与宁波兴
光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北仑广
电网络有限公司、宁波市奉化广电
网络有限公司、宁波市奉化区自来
水总公司、余姚市自来水有限公
司、宁海县供水有限公司、舟山市
蓝焰燃气有限公司等市级和县区级
缴费机构达成业务合作。

（李兴）

兴业银行宁波分行智慧缴费业务助生活更美好

近日，中国东区海选晋级的
选手齐聚第十一届快运快赢趣味
竞技赛宁波站复赛现场，与物流
代表展开激烈角逐。

在现场，通过置慧魔箱、速
行迷宫、灵动移库、平衡运球等
刺激有趣的综合比拼环节，有 5
位物流达人凭借高超的驾驶技
术、勇往直前的拼搏精神拔得头
筹，晋级总决赛。他们将前往福
特汽车南京试车中心与各复赛区
的优胜者一起争夺总冠军荣耀，
获得购车免单终极大奖。通过赛

事竞技，江铃福特轻客为物流代表
的超水平发挥提供绝佳的技术保
障，另一方面，也让物流代表对江
铃福特轻客“多快好省”的品质和
性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感受，从
而提升品牌忠诚度。

本届赛事中，为了让参赛选手
获得更加刺激、更加有趣的竞技感
受，江铃福特对竞技场地进行专业
性选择和多样性设计，分别在南
昌、大连、宁波、武汉进行复赛，
在福特汽车南京测试中心进行最后
的总决赛。 (小王）

快运快赢趣味竞技赛快乐刺激

宁波银行专栏

8月30日，宁波银行东吴支行
在鄞州东吴镇东村、北村开展“送
贷下乡”活动，向村民普及金融知
识、宣传银行产品。现场人头攒
动，80 多名村民当场办理了各类
银行业务。

8月24日，宁波银行横河支行
在慈溪横河镇上剑山村菜场张贴
了海报，搭起展台，拉起横幅，
放起高音喇叭，开展“金融下乡”
活动，150 多名村民接踵而至。银
行 人 员 向 村 民 宣 传 普 惠 金 融 政
策，推介银行信用贷款、大额存
单等产品，解答各类银行业务咨
询。村民们欣喜地发现，现场不
仅可以开银行卡，而且安装了宁
波银行 App后，还可以在手机 App

上申请贷款、购买理财，非常方
便。不少村民称赞宁波银行服务
好，也非常乐意在宁波银行办理存
款、贷款、买理财等各项业务。

8 月 20 日至 24 日，宁波银行
象山东陈支行在沙岗村开展“夏
日送清凉”系列活动，向村民介
绍银行贷款品种、受理流程等，
宣传讲解如何防范电信诈骗、反
洗钱等各类金融知识，详细解答
村民提出的各类问题。对于有贷
款意向的村民，银行人员详细登
记其姓名、联系电话、资金需求
额度等基本信息；对有办理贷款
需求的村民，则是现场启动了贷
款受理流程。为方便村民申办银
行 卡 ， 现 场 还 专 门 设 立 了 开 卡

区。经过连续数日的推广，沙岗村
基本达到了户均 1张宁波银行卡的
覆盖率。

8 月 5 日，宁波银行余姚世南
社区支行走进周边老年人居多的社
区，开展防电信诈骗专题讲座，通
过身边的真实案例讲解，进一步引
起老年人要警惕电信网络诈骗的共
鸣。银行人员还以常见电信诈骗手
段为模板，结合案例进行剖析，让
老年人对防范电信诈骗有了更深的
了解。

8 月 3 日，宁波银行宗汉支行
在杭州湾新区世纪金源商场设立金
融知识宣传点，介绍各类新型电信
网络诈骗案例，揭示电信诈骗的基
本特征、惯用手法和常见骗术，提

出了防骗应对措施，讲解如何安全
使用移动支付，并组织金融安全知
识互动答题有奖活动，

今年 7月以来，宁波银行大力
开展“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活
动，围绕“支付安全”“防范电信
网络诈骗”等主题，走进乡镇、社
区、商场等场所，普及金融知识。
在此期间，宁波银行履行社会责
任，进一步落实普惠金融精神，将
金融知识送进乡镇、社区，将金融
服务送到百姓家中，将贷款产品送
到村民手里，并形成常态化推介和
宣传机制，让广大群众更加了解银
行，更加注重非法金融风险，同时
能够更加便捷地享受到银行优质的
产品与服务。

银行送贷进村，服务到位走心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高新区新城建设有限公司市政等设施维修工

程已经高新区经发局备案，招标人为宁波高新区新城建设有限公
司，招标代理人为宁波天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自筹
解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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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地点：宁波市高新区凌云产业园，建设规模：屋面维修面积

约 23634 平方米。总投资：888万元，招标控制价:8348253 元，计划工
期：60日历天，招标范围：施工图范围内屋面防水维修改造等工程。
质量要求：按国家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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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投标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
3.1.2本次招标资质等级：须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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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有信用等

级的，其信用等级须为 C 级及以上（以开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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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通过浙江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的备案；

3.1.5投标人须在系统录入信息，其相关内容在投标截止时间前
已通过该系统审核；

3.1.6投标人无不良行为记录（不良行为记录界定的范围为：详
见高新区交易中心网站）；

3.1.7其他要求：投标人已按规定办理人工工资支付担保且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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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中需显示登记地为宁波市行政区域内；注册地在行政区域外的，

其人工工资支付担保在系统中需显示登记地为高新区。
3.2投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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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建造师（含年龄在 60 周岁

以下的临时建造师）二级及以上，并具有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
证），注册专业建筑工程；

3.2.2拟派项目经理须在系统录入信息，其相关内容在投标截止
时间前已通过该系统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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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高新区交易中心网站）；

3.2.4拟派的项目经理无在建项目，符合甬建发【2016】200号文
件规定；拟派项目经理在“系统”中的未解锁项目，视同为在建项目，
因特殊情况未能解锁的，须提供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相关
机构确认的项目竣工证明材料；

3.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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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应按招标文件专用条款规定的格式提供承诺书。产生中
标人候选人后，招标代理人将在公示前对中标候选人及其法定代表
人、拟派项目经理的信息进行查询，若存在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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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查询为准）。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8年9月5日到2018年9月26日

16时（以下载成功时间为准）登录宁波国家高新区（宁波新材料科技
城）门户网站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专题（专题页面地址：也可从高新区
门户网站首页底部“高新区部门网站”下拉列表框选择“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栏目进入）自行下载招标文件。超出上述期限的，招标人将
不予受理。

4.2招标文件下载费用300元（其中电子交易费100元），售后不退。
注：如招标文件资料费需开具增值税专票的，请投标人将开具

增值税专票的相关资料递交招标代理人。
4.3招标文件如有澄清和修改，将在宁波国家高新区（宁波新材

料科技城）门户网站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专题发布，不另行提供纸质
版补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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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证》。详情请登录宁波
国家高新区（宁波新材料科技城）门户网站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专题

“业务资讯—通知公告”栏目查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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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高新区（宁
波新材料科技城）门户网站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专题“业务资讯—资
料下载”栏目（咨询电话：0574-87187975）。

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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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人民币壹拾伍万元整
形式①：银行电汇或银行汇票直接缴入以下账户。

温馨提示：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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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投标保证金必须从投标人基本账户转出；
2、投标保证金银行转账回单复印件和投标人基本账户开户许

可证复印件必须编入投标文件中；
3、请勿使用“宁波同城实时清算系统”转账方式交纳投标保证

金（采用网上银行交纳投标保证金的，请选择“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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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险保单或银行保函原件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提交给招标（代

理）人。
5.2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2018年 9月 26日 16时（北京时间，以

资金到账时间或保险保单、银行保函出具时间为准）。咨询电话：
0574-87208290（建设银行）。

6.投标文件的递交
6.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即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18

年9月29日9时30分，地点为宁波国家高新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
标室一（宁波高新区广贤路997号行政服务中心南楼307室）。

6.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代理）
人不予受理。

7.联系方式
招标代理人：宁波天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韩清清 电话：0574-87939871

宁波高新区新城建设有限公司市政等设施维修工程施工招标公告

标段号

1

收款人

宁波国家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投标保证金专户

开户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国家

高新区支行

银行账号

33150198513600000826-0000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