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大学包玉刚 5#教学楼改造工程已由宁波市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18〕34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宁波大
学，招标人为宁波大学，招标代理人为杭州信达投资咨询估价监理有限
公司，建设资金来自学校自筹，项目出资比例为100%。项目已具备招标
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宁波大学校区内
规模：建设面积6013平方米
项目总投资：950万元
招标控制价：8578527 元（其中空调工程的招标控制价为 1864568

元）
计划工期：100日历天
招标范围：屋面外墙、室内空间、暖通、强弱电等修缮改造，含中央

空调
标段划分：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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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

上资质,并具有合格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且在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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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具有 C级
及以上施工信用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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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须通过浙江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备案登记；

3.1.5 投标人须在系统录入信息，其相关内容已经该系统审核通
过；

3.1.6投标人人工工资担保须在系统中显示：
①已在宁波市行政区域内审核通过（适用于企业注册地为宁波大

市范围内的投标人）；

②已在宁波市海曙、江北、鄞州任一一区审核通过（适用于企业注
册地为宁波大市范围外的投标人）。

其他要求：在建筑市场活动中不得存在弄虚作假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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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临时建造师[不超过

60周岁]）贰级及以上，注册专业建筑工程，并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
合格证书（B证）；

3.2.2拟派项目经理须在系统录入信息，其相关内容已经该系统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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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第三章“评标办法”前附表第2.1.2条款规定；
3.4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5投标人及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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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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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中标候选人公示前，招标代理人将对预中标候选人及其法定代表人、
拟派项目经理失信信息进行查询（具体以预中标候选人公示日前“信用
中国”网站查询为准），若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则取消预中标候选人资
格，招标人重新组织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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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16

时（以下载成功时间为准）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下载招标文
件。

4.2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300元（其中电子交易平台使用费 100元），
售后不退。

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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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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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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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在网上下载招标文件的单位，其投标文件不予受理。
4.8投标人对招标文件异议截止时间：2018年9月19日16时。
5.投标担保
5.1金额：人民币壹拾万元整，可采用以下任何一种形式缴纳
形式①：银行电汇直接缴入以下账户：

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 2018年 9月 27日 16时（北京时间，以资金到
账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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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还时间详见本章“投标人须知”第 3.6.3 条款（保险保单形式

或银行保函形式的不予退还），咨询电话：0574－87861127（中国银行）；
0574-87011318、0574-87011280（宁波市建设工程综合保险服务中
心）。

特别提示：1、投标保证金必须从投标单位的基本账户汇出；2、投标
保证金银行支付回单及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复印件（或保险保单复印
件或银行保函复印件）必须编入资格审查申请文件中，保险保单正本原
件或银行保函原件须提交给招标人；3、汇（转）款时，不要采用“宁波同
城实时清算系统”转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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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日9时30分，地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6.2 本项目为网上招投标项目，电子投标文件(含资格审查申请文

件、商务标，下同)要求由宁波网络投标工具（V7.3.0版本）生成。投标工具
（V7.3.0版本）可至杭州擎州软件有限公司直接下载使用。

6.3 电子投标文件须在投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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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可提交备份电子投标文件（光盘或 U
盘形式），如提交备份电子投标文件的，应单独密封包装，在包封上正
确注明招标工程名称、投标人名称等内容，且与上传至系统中的保持
一致。

6.4 投标人成功上传加密标书，但因系统故障无法读取时，方可调用
备份电子投标文件（投标人须成功上传加密标书，否则，不予调用备份电
子投标文件），如均无法读取，则作否决投标处理。

6.5 本项目为网上招投标项目，参加投标企业必须办理“电子密钥”
（CA锁）和IC卡，否则无法参与投标。且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提交“电子密
钥”（CA锁）和IC卡，并在“电子密钥”（CA锁）和IC卡上标明投标人名称，
否则，其投标将被拒绝。

温馨提示：
（1）企业投标之前，IC卡中企业信息（社会信用统一代码）与交易证系

统中的企业信息必须保持一致，才能签到成功。若未办理更新而导致开标
无法签到，投标企业自行承担责任。

（2）为保证投标文件在投标截止时间前顺利上传，投标人应适时提前
上传投标文件，避免网络原因引起上传失败或上传时间超出投标截止时
间等问题。

7.招标公告发布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宁波日报和中

国宁波网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大学
地址：宁波市江北区风华路818号
联系人：陈老师
电话：0574-87600678
招标代理人：杭州信达投资咨询估价监理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高新区院士路66号创业大厦308室
联系人：李工、高工
电话：0574-88130810、15867849585传真：0574-88130810

宁波大学包玉刚5#教学楼改造工程(施工)招标公告
交易登记号：P330201000000428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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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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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员
冯罗鑫 叶吟泠） 昨天，慈溪浒山
派出所收到余女士家属发来的感谢
信息。9 月 8 日那天，正是在该所
两名特勤队员护航下，他们才及时
将羊水破裂的二胎孕妇余女士送到
了医院，使“小生命”有惊无险地
降临人世。

余女士的预产期在 9 月中下
旬。9 月 8 日下午 2 时多，正在睡
觉的她突然感觉肚子痛，羊水破
了。余女士立刻躺下，并拨打家人
电话，但她老公在外无法及时赶
回。于是，她通知了住在附近的哥
哥和妹妹，三人急忙坐车前往当地
的妇保医院。

但他们很快就遇到了难题：
路上车多，堵得厉害，孕妇肚子
一直痛，羊水也在不停地流。“我
们从横河镇彭桥村出发，短短几
公里路就开了 10 多分钟。”余女

士说，正当他们心急如焚时，两
名巡逻的特勤队员出现了。余女
士的妹妹立刻奋力挥手示意，请
求帮助……

这两名特勤队员隶属浒山派
出 所 特 警 中 队 。 他 们 了 解 情 况
后，立刻和值班领导汇报，紧接
着就拉响警报，为余女士的车辆
开道。情况紧急，晚一分钟到医
院，孕妇和将要降生的孩子就多
一分危险，于是特勤队员在确保
安全的前提下选择了“最佳”的
行驶方式：红灯路口，利用右转

车道快速通过；拥挤路段，警用
摩托车在前疏导其他车辆，开辟
绿色通道。

最终，余女士被及时送到医院
并顺利生产，母子平安。医生事后
说，余女士第一胎是剖宫产分娩，属
于疤痕子宫。这次幸亏及时赶到医
院，因为疤痕子宫羊水一旦破裂，极
易诱发宫缩，导致子宫破裂、大出
血，届时大人和孩子都会有危险。

这一过程被家属拍成了短视频
并发布到某平台上，满满的正能量
引来不少点赞。

孕妇羊水破裂送医路上被堵
慈溪特勤为小生命诞生护航

记者 包凌雁

北仑城市中心的星阳新村、外
洋小区、北电小区、北仑新村都是
北仑建区后首批新建小区，房龄在
20 年以上。这些小区经过最近几
年大规模的环境整治，无论是外立
面还是小区道路绿化设施都焕然一
新。自从有了物业服务，小区的垃
圾清理更加及时了。但最近记者在
走访中发现，整治后的小区环境又
开始回潮。

在 星 阳 新 村 ， 记 者 看 到 床
垫、床头柜等旧家具随意地丢弃
在 小 区 的 路 面 ， 占 据 了 不 少 地
方。还有人将旧家具叠放在角落
里。但这些旧八仙桌、旧柜子、
旧门窗体积大，还非常显眼。在
外洋小区，记者看到随意丢弃的
旧门框、旧桌子堆成一座小山。
在北仑新村，甚至还有一些工程
类的窨井盖、水泥柱子被随意丢
弃在角落里。由于风吹雨淋，很

多家具已散架腐朽。“这些旧家具
为何不清理掉？”记者问了正在乘
凉的居民。一位大爷说，这些家
具都是居民的，如果不经主人同
意，保洁员私自处理会引起不必
要的矛盾。

在北仑横河路上的嘉怡花园，
记者在角落里发现了一个狗窝。这
个不起眼的狗窝是用废旧家具搭建
的，一只小狗正躺在“屋”前睡
觉。“这个狗窝存在五六年了，听
说原来是小区内居民为自己家的狗
搭建的，后来这个居民搬走了，但
狗窝还在，现在住的应该是流浪
狗。”一位姓刘的女士十分担忧地
告诉记者，这些流浪狗没有打过疫
苗，她很担心有一天会出事。

不少居民向记者表示，在小区
的公共场所堆积杂物、种菜及饲养
家禽等，是少数居民侵占多数居民
利益的自私行为，同时也影响了楼
道文明。希望相关部门能出手管一
管这些碍眼的“大垃圾”。

北仑一些老小区
成了旧家具的“露天仓库”

昨天，海曙区高桥镇中心小学近 50名学子在老师带领下来到梁祝
读书院，参加拜孔子、拜老师、诵古文、写“人”字等活动，体验

“尊师、敬师、爱师”的国学礼仪文化。 （周建平 陈家燕 摄）

学国学 知礼仪

本报讯 （记者董小芳 通讯
员岑瑾 吴姗珊） 钓鱼竿和盗
窃，听起来似乎“八竿子也打不
着”，对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来说，却
是“赚钱”的“秘密武器”。日前，在
慈溪务工的朱某就因此进了牢房。

朱 某 是 外 地 人 ， 在 宁 波 务
工。看着自己口袋空空，他一直
想赚点外快。有一天，他突然想
起曾经看过的一部电影里有用钓
鱼竿行窃的桥段，于是便去渔具
店购买了钓鱼竿。

今年 6 月的一天凌晨，朱某
头戴鸭舌帽、脸蒙黑纱布、手拿
钓鱼竿，骑着自行车到慈溪某村
找机会。突然，他发现一间居民
出租房的窗户露了一条缝，便蹑
手蹑脚来到窗边，双手轻轻推开
窗户。用手电筒照了一会儿，朱

某发现熟睡的主人将裤子放在床
边。于是他伸长钓鱼竿，将裤子
钓出了窗户。用手一摸，里面竟
然有一沓钱。颇有些欣喜的朱某
又去寻找下一家。如此这般，一
晚上朱某竟“钓”到了 6000余元
现金。

案发第二天，被害人察觉家
中失窃，便去查看住房附近的监
控录像，发现了朱某的行踪。案件
告破，面对检察官的讯问，朱某流
下了悔恨的泪水。日前，朱某因犯
盗窃罪被慈溪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八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近来宁波的气温还比较高，
不少居民在夜间有开窗通风的习
惯。殊不知，夜深人静，又开着
窗户，给了居心叵测者以可乘之
机。盗贼凭借一根钓鱼竿，便可
将 手 机 、 钱 包 、 衣 服 等 物 品

‘钓’为己有。”检察官提醒，居
民一定要提高警惕，尤其是一楼
的住户，切记睡前关好门窗，不
要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晚上开窗入睡
小心财物被人“钓”走

北仑新村的一处公共区域堆满了旧家具等杂物。 （包凌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