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游泳训练中心周边公园项目已由宁波国家高新

区经发局以甬高新经[2017]131 号批准建设，项目招标人为宁波
高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招标代理人为宁波德威工程造价投
资咨询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高新区财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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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预审。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西至晶源路，东至陈郎桥江，北至大东江，南至菁

华路。
规模：项目总建筑面积约6819平方米。
招标控制价：48083892元。
计划工期：540日历天。
招标范围：施工图范围内建筑、安装、景观绿化等工程施工

总承包，具体详见工程量清单。
标段划分：1个标段。
质量要求：国家验收标准一次性验收合格。
安全要求：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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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登记信

息的，其相关内容在资格预审申请截止时间前已经该系统审核
通过；

3.1.4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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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资格预审之日所在季度宁波市建筑
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的信息为准）；

3.1.5 投标申请人无不良行为记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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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企业注册地在浙江省行政区域以外的投标申请人已通
过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备案登记。

3.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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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在系统中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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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显示登记地
为高新区；

3.2申请人拟派项目经理资格要求：
3.2.1拟派项目经理资格须具备建筑工程二级及以上注册建

造师（含临时建造师，临时建造师年龄需在60周岁以下），有安全
生产考核合格证（B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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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记信息的，其相关内容在资格预审申请截止时间前已经该系
统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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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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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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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未解锁项目的视同有在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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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工证明资料。

3.3 申请人、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不得为失信被执行
人。产生资格预审入围单位后，招标代理人将对入围单位及其法

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进行查询，若存在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的，将
取消入围资格，后续单位不再递补（失信信息查询以“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为准）。

3.4其他必要合格条件：详见第三章“资格审查办法”前附表第2.2
条款规定；

3.5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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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投标人数量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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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7日到 2018年 9月 13日

1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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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
nbhtz.gov.cn/col/col84334/index.html，也可从高新区门户网站（http:
//www.nbhtz.gov.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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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下载资格预审文件。超出上述规
定期限的，招标人将不予受理。

5.3资格预审文件下载费用300元（其中电子交易平台使用费100
元），售后不退。

注：如资格预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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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资格预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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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详见5.1条款）发
布，不另行提供纸质版补充文件，如有遗漏，责任自负。

5.5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资格预审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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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详见5.1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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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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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详见5.1条款）

“业务资讯——资料下载”栏目（咨询电话：0574-87187975、0574-
87187966）。

5.7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机构联系。
5.8未在网上下载资格预审文件的单位，其资格审查申请文件不

予受理。
6.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递交
6.1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申请截止时间，下同)为

2018 年 9 月 18 日 9 时 30 分，地点为宁波国家高新区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开标室三（宁波高新区广贤路997号行政服务中心南楼31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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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公告发布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国家高新区（宁波新材料科技城）门户

网站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专题（地址详见5.1条）、宁波日报上发布。
9.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高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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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旸、秦元根
电话：0574－87684874、13906697628、0574－87686672
传真：0574－87686776

游泳训练中心周边公园项目施工招标公告

宁波市江北华翔南侧一号地块项目（金山商务中
心）由浙江绿生活集团有限公司开发建设。项目位于宁
波市宁波电商园城核心区，南临现状河道，西至规划绿
地，北至规划通惠路，现状地址即宁波 4 号线地铁金山
站。项目类型为商业、办公，地块总用地面积 14666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约为 30525.59 平方米。根据宁波市有关
规定，该项目以公开招标的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进行
前期物业管理，现将招标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标单位：浙江绿生活集团有限公司。
二、投标对象：通过前期物业管理公开招投标获

取单体 3 万平方米以上规模的多业主商业办公项目合
同业绩的物业服务企业。

三、报名日期：投标申请人请于 2018年 9月 21日
上午 9:30-10:30，携以下资料 （复印件） 到江北区物
业管理办公室报名(其余时间不予受理)：

1、投标申请书；2、营业执照(正、副本)；3、企
业概况和投标申请人通过前期物业管理公开招投标获
取单体 3 万平方米以上规模的多业主商业办公项目的
业绩证明 （前期合同）、上述单体项目和物业企业近两
年无项目所在地通报批评记录 （属地物业主管部门出
具）；4、拟派出的项目负责人简历、学历证书(大专及
以上)、担任单体 3万平方米以上规模多业主商业办公
项目经理业绩证明(合同、项目所在地物业主管部门相

关证明)、信用证明等证明材料;现担任前期物业管理阶段
项目经理且时间不满二年的，不得再拟任本项目的项目
经理；最近连续三个月的社保缴费证明(加盖缴费证明专
用章或社保机构单位章)；5、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的，
需提交授权委托书；6、本市行政区域外的物业企业参加
报名时需提交 《外地物业服务企业进甬登记备案表》；
7、获招标人推荐的需提交招标人出具的推荐书；8、经现
场资格预审合格的投标单位向江北区物业管理办公室对
公转账投标保证金壹万元人民币。以上所有报名材料加
盖企业公章，原件备查。

四、报名注意事项：在本市范围内经营中有下列情
形的，投标申请人不得参与报名：1、近三个月内有不良
行为记录的；2、投标人一年内所管理的物业项目年度综
合考评有不合格的；3、投标人二年内有不按规定程序退
管物业项目的；4、投标人一年内在招投标活动中有串
标、陪标行为的；5、投标人当年被投标项目所在物业主
管部门累计通报批评达到三次及以上的。

若资格预审合格的投标单位超过五家，在公证人员
监督下由招标单位抽签决定不多于五家物业服务企业参
加竞标 （获招标人推荐的报名单位为当然投标人单位）

联系人：吴先生
联系地址：宁波江北区正大巷8号
联系电话：0574-87675530

关于宁波市江北华翔南侧一号地块项目
（金山商务中心）前期物业管理服务招标公告

遗失中远船公司提单

一 份 ， 提 单 号 CO-

SU6184096650，船名航次：

CSCL VENUS/047W, 声

明作废。

浙江欧伟贸易有限公

司

遗失达飞船公司正本

海 运 提 单 一 份 ，提 单 号 ：

COSU6184119090，船 名 ：

CMA CGM

GANGES，航次：V.818E，箱

号 ：CBHU9102242，封 号 ：

5721338，声明作废。

宁波辰舟国际货运代

理有限公司

遗失由宁波市海曙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 2017 年 4 月 27

日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本 ，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3302030131781，声明作废。

宁波市海曙区联友点心店

遗失娱乐经营许可证，证

号：甬文娱05132，声明作废。

宁波市北仑区歌立方酒

店管理有限公司

认尸启事

2018 年 9 月 5 日 9 时 02 分，

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分局甬保派

出所接群众报警，在保税南区

弘基广场金兴网吧女厕所内发

现一名可疑男子。经现场确认

死亡，身份不明。该男子身高

165厘米，年龄20多岁，短发，体

型偏瘦，上身穿绿色长袖，下身

穿棕色长裤，脚穿黑色拖鞋。

如有线索请联系宁波市公

安局北仑分局甬保派出所。联

系人：乐警官13586878188

甬 保 派 出 所 电 话 ：

8682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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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宁波鄞州区宁穿路535号
电话：87800666 日期：2018年9月13日

轴承批发

桐油批发

螺杆直销处

金属管件直销处

传动机械机电

防水保温材料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厂方直销

厂方直销

厂方直销

厂方直销

厂方直销

力顿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13805884325

13586924811

18892632798

18969899185

15967895868

15306613479

物资名称 规格型号 品牌 价格 联系电话

华东物资城机电市场价格行情
凯欧三角带

万科机电

三阪传动带

圣德里电动工具

因行情变化，以当日报价为准。产品种类繁多，欢迎垂询、交易。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凯欧

万科

三阪

圣德里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13605880888

13967871689

13957491221

15372657251

物资名称 规格型号 品牌 价格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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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青 通讯员
项聪颖） 宁波博物馆在建馆十周
年之际，携手意大利佛罗伦萨国
立考古博物馆推出的 《不朽之旅
——古埃及人的生命观》 特别展
览将在本周六拉开帷幕。佛罗伦
萨国立考古博物馆埃及馆馆长玛
丽亚·克里斯蒂娜·古多蒂昨日
在展厅向前来探营的媒体人员介
绍展览情况时说：“中国与古埃及
在永生观念上有差异，古埃及人
非常热爱生命，他们认为死亡不
是生命的终结。”

本次展览共展出 100 件 （套）
古埃及珍贵文物，最早可追溯到
公元前 2000 年以前，其中包括用
世界上最早的纸张——纸莎草写
就的 《亡灵之书》、多具完整及局
部 的 木 乃 伊 、 圣 甲 虫 形 宝 石 指
环、古埃及最有名的“荷鲁斯之
眼”饰品等。所展出的文物大部
分与古埃及人的丧葬仪式以及宗
教 观 念 相 关 ， 彰 显 了 这 一 存 续
3000 多年的伟大文明，对生命的
敬畏、对神明的尊崇，以及对死
亡 的 认 识 ， 而 正 是 古 埃 及 人 深

刻、系统、独特的生命观，使得
古埃及在世界文明史中写下了浓
墨重彩的伟大篇章。

古埃及人“事死如事生”，在
本次展览中，所展出的各种陪葬
品，包括雕塑、神像、食物模型、
日用瓶罐，以及眼影罐等，说明古
埃及人想要把在世拥有的一切带到
地下世界，继续他们的幸福生活。
同样是出于对“死后世界”的信
仰，古埃及人创造了标志性的神秘
丧葬习俗——木乃伊。展览中有一
具完整的女性木乃伊，据研究她可

能死于分娩，木乃伊的腹部和胸腔
没有填充防腐材料；一具婴儿木乃
伊，整体用亚麻绷带交叉形成装饰
图案；一组防腐工具和手术器械；
多件用来放置木乃伊的木棺等。据
古多蒂馆长介绍，展品大部分为古
埃及新王朝和后王朝时期文物，其
中木乃伊以及木棺制作精良、保存
完好，非常值得一看。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到12月8
日，宁波博物馆还将举办专题讲
座、舞台剧、化装舞会等多个活
动，以丰富、延伸展览内涵。

宁波博物馆建馆十周年特别展览

《不朽之旅——古埃及人的生命观》周六开幕

本报讯 （记者周燕波） 记者
昨日从宁波市电视艺术家协会获
悉，首届“宁波电视奖”评选正
式启动，目前正抓紧进行作品征
集申报工作。作品申报截止时间
为9月29日。

“宁波电视奖”是宁波市文
联、宁波市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办
的全市性电视艺术专业奖项，每
两年举办一届。“宁波电视奖”的
评选强调专业性、导向性、权威
性、公正性。设立该奖项，旨在
通过表彰和奖励成绩显著、贡献
突出的电视艺术工作者及电视艺
术作品，树立电视艺术界的楷
模，促进宁波电视艺术事业的健
康发展。

“宁波电视奖”设置了“成就
奖”“作品奖”“表演奖”。“成就
奖”授予曾获得省级以上重要电
视艺术类奖项，对宁波电视事业
做出过重大贡献，年龄在 75 周岁
以上的老电视艺术家或电视艺术
工作者；“作品奖”授予电视纪录
片、电视专题片、电视晚会、电视栏
目、电视剧等各类原创电视艺术作
品的创作者；“表演奖”授予优秀电
视作品中表演（或具有表演性质）
出色的各类电视节目主持人、电
视节目演员、电视剧演员等人
员。“宁波电视奖”的评选对象面
向户籍在宁波大市范围内或在宁
波工作 5 年以上的电视艺术工作
者、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等。

首届“宁波电视奖”评选启动

本报讯 （记者崔小明 通讯
员房炜） 昨前两天，受天津“梨
园金秋”戏曲展演组委会邀请，
宁波市小百花越剧团在天津表演
了经典剧目 《红楼梦》 和 《五女
拜寿》，受到天津戏迷的热烈欢
迎。据了解，这是市小百花越剧
团成立以来第9次赴津演出。

1994 年，刚刚成立的宁波市
小百花越剧团为了开拓市场，提
升宁波城市形象，第一次前往天
津演出。“小百花”们青春亮丽的
形象、精彩纷呈的唱腔、细腻生
动的表演征服了津门观众。之后
几年，宁波市小百花越剧团先后
7 次赴天津演出，每次都一票难
求。谢幕时，观众久久不愿离
去，被当地媒体称为“拉不上大
幕的演出”。宁波市小百花越剧团

“七上津门”成为甬津两地津津乐
道的话题。时至今日，每当宁波
市小百花越剧团有经典剧目上演
时，就会有天津观众赶到宁波来

“追剧”。
时隔多年，天津观众对宁波

小百花越剧团感情依旧。前天晚
上，当越剧 《红楼梦》 在天津中

华剧院上演时，演员尚未登场便
赢得了观众的满堂喝彩，两个多
小时的演出，精彩不断，掌声连
连。演出结束数次谢幕后，观众
拥至台前，呼唤着“小百花”们
的名字，久久不肯散去。几位主
演只好再次返回台前，为观众演
唱了各自拿手的经典唱段，台上
台下热情互动。昨天晚上，宁波
市小百花越剧团为天津的戏迷上
演了传统大戏《五女拜寿》，这是
宁波市小百花越剧团的成名之
作，也是剧团的保留剧目。“小百
花”们的倾情演出，再次赢得了
观众的热烈掌声。这次参加演出
的演员既有当年“七上津门”的
原生代“小百花”，也有一批后起
之秀。天津观众纷纷感叹，当年
的“小百花”风采依旧，新生代

“小百花”实力不俗，宁波市小百
花越剧团一定能重塑辉煌。

据了解，天津“梨园金秋”
戏曲展演每两年举办一次，由天
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等主办，
宁波市小百花越剧团曾参加了
2016 年的天津“梨园金秋”戏曲
展演。

市小百花越剧团赴津演出受欢迎
这是她们24年来第9次北上津门

本报讯 （记者林海 通讯员
陈皎宇） 昨天，记者从宁波体育
运动学校获悉：日前在韩国昌原
举行的第 52 届世界射击锦标赛上
传出喜讯，由宁波体育运动学校
培养输送至国家队的选手徐红、
张巧颖发挥出色，共获得 3 枚金

牌。这意味着宁波多了两位世界
冠军。

9 月 9 日，张巧颖获得女子青
年组小口径步枪卧射的个人冠军，
并与徐红携手获得该项目的团体亚
军；9月11日，徐红获得女子青年
组小口径步枪三种姿势的个人冠

军，并与张巧颖携手获得该项目的
团体冠军。

徐红，1998 年出生，慈溪市
白沙路街道人；张巧颖，1998 年
出生，奉化萧王庙街道陈家岙村
人。两人分别于 2009 年和 2010 年
进入宁波体育运动学校训练，均师

从江浩俊教练，是同门师姐妹。
世界射击锦标赛是由国际射击

联合会主办的最高水准射击比赛。
第 52 届世界射击锦标赛是继雅加
达亚运会后的又一重大赛事，有来
自 9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4441 人参
加。

第52届世界射击锦标赛捷报频传

两位宁波姑娘射落三金

【上接第1版②】
“公司负责土地流转、拆迁

安置、基础建设等工作，并整
体租赁收取固定收益、减少了
投资风险；而负责运营的杭州
爱品菜科技有限公司有专业的
经营人才和网络销售渠道，不
仅帮助我们打造浙贝母种植、
加工、销售全产业链，而且可
以助力各村推销农特产品，早
日实现强村富民的目标。”公司
相关负责人说。

章水镇乡村振兴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的成立和成功运作，让地
处四明山腹地的村民对脱贫致富
充满了期待。

【上接第1版①】
作为制造业大市，宁波坚持强

创新、调结构、促转型，加速构建现
代产业体系。文具、模具、注塑机等
宁波传统块状经济“老树发新枝”，
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等新兴产
业异军突起，一条实体经济加速崛
起的“宁波路径”清晰可见。

沿着这一主线和总纲，宁波外
向型经济迅速走出阴霾。2010 年实
现外贸总额 829亿美元，领跑全省。
2013 年，宁波外贸首次突破千亿美
元大关，成为长三角地区继上海、苏
州后第三个外贸总额超千亿美元的
城市。

把“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总
要求一贯到底，宁波根据形势变化
和实际情况，先后作出“六大联动”

“六大提升”“六个加快”“六化协同”
“六争攻坚”等决策部署。千亿梦圆
后，再续开放鸿篇。

在全国“新一线城市榜单”中，
宁波已经连续三年上榜，今年在 15
个新一线城市中列第 13位。根据美
国米尔肯研究院(Milken Institute)
最新出炉的《中国 2018最佳表现城
市》榜单，宁波稳居同类城市前列。

从“活化石”到“先行者”
碧空如洗，在非洲港城亚历山

大，小女孩赫黛迫不及待地接过妈
妈手中的冰激凌。她不知道，生产这
美味的设备，来自遥远的宁波鑫盛
达机械有限公司；几千公里外，地处
波罗的海岸边的格但斯克港一派繁
忙，水天交接处，一艘满载宁波中基
集团货物的货轮刚刚靠岸……

去年5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作主旨
演讲，其中特别提到，宁波等城市是记
载古丝绸之路历史的“活化石”。

在“一带一路”全新愿景的吸引
下，这块“活化石”正以打造国际贸
易枢纽的自觉，在全面开放中喜迎
发展的“黄金时代”。

2017 年，宁波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贸易总额为292.8亿美元，占
全市对外贸易总额的 26.1%，在同
类城市中名列前茅，与沿线国家的
贸易比重呈逐年上升势头。截至目
前，宁波已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60多个城市缔结了友城关系。

奥克斯集团、中基集团、得力集
团等公司的产品全面进入“一带一

路”市场。其中奥克斯在东南亚、中
东、欧洲、非洲等区域的16个国家中，
同类产品销量稳居前三名；以均胜电
子为代表的宁波企业开展的跨国并
购正在奥地利、罗马尼亚、波兰、马其
顿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花结果；
东方日升、尤利卡等分别在中东欧国
家开展太阳能电站建设……

以中东欧为突破口，围绕“一带
一路”，国际产业合作园次第兴起。在
宁波，中意生态产业园、中捷产业合
作园、中东欧工业园等发展迅速；在

“一带一路”沿线，申洲针织、百隆东
方、狮丹努、中策等一大批企业的产
能合作园遍地开花，助力宁波开放型
经济在更大范围进行国际资源配置。

商务部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
超过 600 亿美元，为当地创造就业
岗位 20多万个，保守估计其中宁波
企业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一成。

一串串数字，一个个事例，是
“活化石”砥砺先行留下的坚实脚
印，也是开放型经济扬帆远航的铿
锵鼓点。

宁波开放，椽笔绘鸿篇，笔底尽
风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