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委托对下述标的进行公开挂牌出让。
一、标的名称：位于鄞州区横涨村的 3号厂房拆除

和余料打包项目。
二、出让标的详细信息、受让条件、重大事项及报

名手续等详见：
宁波市产权交易中心网址：http://www.nbcqjy.org/
三、标的情况简介：位于鄞州区横涨村的 3号钢结

构厂房，总层数 2层，建筑面积为 42628.78平方米，另
包含4部货梯及2部扶手电梯。

四、网络注册报名时间：2018年 10月 10日至 2018
年10月23日下午3时止。

五、联系方式：电话：87195299 徐先生
地址：鄞州区宁穿路 1901 号宁波市行政服务中心

办公楼三楼316室
宁波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0日

资产出让挂牌公告
为保障慈城老城区部分道路施工的顺利实施，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的有关规
定，决定对以下施工道路交通组织进行调整，时间由上次
公告（2018 年第 2 号，2017 年第 9 号）截止之日起延期至
2019年1月20日，具体措施如下：

1、00：00-24：00，禁止一切机动车在大西门外路、民生
路（宁慈西路-永明路）、日新路支路（大西门外路-日新
路）上双向通行。受限车辆可绕行日新路、解放路等道路。

2、00：00-24：00，禁止机动车在东镇桥街（人民路-
东门外路）上双向通行。受限车辆可绕行解放路、日新街、
南城沿路、东门外路等。

3、00：00-24：00，禁止机动车在太阳殿路（解放路-
民权路）上双向通行。受限车辆、行人可绕行解放路、日新
街、南城沿路、东门外路等。

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配合现场
交通管理人员指挥，遵照现场交通标识指示通行。

特此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宁波市慈城古县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2日

关于慈城老城区部分道路
施工交通组织延期的公告

2018年第85号

为保障 S1 宁波东高速出入口景观提升工程的顺利
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
九条的有关规定，决定对环城南路世纪大道互通及宁波
东高速出入口交通组织实施调整，具体措施如下：

一、2018 年 10 月 18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禁止
一切机动车在环城南路世纪大道互通的西往南匝道通
行，受限车辆可往东至宜园路口掉头后绕行东往南匝道
进入宁波东高速入口。

二、2018 年 11 月 20 日至 2018 年 12 月 20 日，宁波
东高速入口超宽车道改造，禁止超宽车驶入高速。

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配合现场
交通管理人员指挥，遵照现场交通标识指示通行。

特此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宁波城市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2日

关于S1宁波东高速出入口施工期间
交通组织调整的公告

（2018年第8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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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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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1日16时。建议投标人在此时间前下载招标文件。

7.2.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8 年 10 月 11 日至
2018 年 10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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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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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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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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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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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019836710505
00863-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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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科伦坡 10月 11日电
（记者唐璐） 马累消息：马尔代
夫执政党马尔代夫进步党 10日发
布声明，该党已经向最高法院提
起诉讼，反对 9 月 23 日举行的总
统选举结果。

声明表示，马尔代夫进步党
认为选举中出现“严重操控和欺
诈、渎职以及腐败”，决定寻求
法律途径，维护该党总统候选人
亚明及其竞选伙伴的选举权利。

9 月 29 日，马尔代夫选举委
员会发布 9 月 23 日总统选举最终
结果，来自马尔代夫民主党的易
卜拉欣·穆罕默德·萨利赫战胜
马尔代夫进步党候选人、现任总
统亚明，赢得此次总统选举。

马尔代夫选举委员会主席艾
哈迈德·谢里夫同时表示，总统
选举期间，选举委员会共收到
423 起投诉。经调查，这些投诉
均不影响选举结果。

马尔代夫执政党败选后提起诉讼

据新华社华盛顿10月10日电
（记者杨承霖 高攀）美国总统特朗
普 10日言辞激烈地批评美国联邦
储备委员会的货币政策过紧，并说
美联储已经“疯了”。特朗普此举引
发外界对总统干预美联储独立性的
担忧。

特朗普当天在宾夕法尼亚州
参加集会活动前表示，美联储当前
的货币政策过于紧缩。他表示，美
联储正在“犯下错误”，并称美联储

已经“疯了”。
在特朗普发表此番言论当天，

美国股市遭遇暴跌。截至 10 日收
盘 ，美 股 道 琼 斯 指 数 跌 幅 为
3.15％ ，标 普 500 指 数 跌 幅 为
3.29％ ，纳 斯 达 克 指 数 跌 幅 达
4.08％。此外，近来美国债券收益
率不断走高，显示与之逆相关的债
券价格走低，债券市场在股市暴跌
当天没有成为“避风港”，这一动向
引起了市场分析人士的更多担忧。

特朗普猛烈批评美联储加息政策

新华社安卡拉 10月 11日电
（记者施春 秦彦洋）土耳其国防
部 10 日发表声明说，根据土俄两
国达成的协议，叙利亚反对派武装
已从叙伊德利卜省非军事区完成
撤离重武器的任务。

声明说，作为与俄方在索契达
成协议的保证国之一，土方完成了
其应有责任。土耳其将依据协议，

“毫不拖延地继续执行其在伊德利
卜省维护持久和平和稳定的行
动”。

叙利亚反对派组织此前也向
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确认，截至
本月 7日晚，包括“格莱德”火箭发
射器、迫击炮、中程导弹等重型武
器的撤离已完成。

与此同时，土军队已开始向非
军事区运送武器和装甲车辆，为即
将开始的土俄两军联合巡逻做准

备。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土耳其总

统埃尔多安9月17日在索契会晤，
双方决定在10月15日前在叙伊德
利卜省的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之
间建立纵深为15公里至20公里的
非军事区，并把“征服阵线”等极端
组织赶出这一区域。非军事区将由
土耳其军人和俄罗斯军警人员组
成的机动巡逻队监管。

伊德利卜省位于叙利亚西北
部，与土耳其接壤，是叙反对派武
装和极端组织在叙境内控制的最
后一块主要地盘。9 月 7 日，伊朗、
俄罗斯和土耳其三国总统在伊朗
举行会晤后发表联合声明说，伊德
利卜省的极端组织武装分子和其
他恐怖分子必须被消灭，但各方应
遵守并维护有关叙利亚冲突降级
区的安排。

土耳其称

叙反对派已从非军事区撤离重武器

新华社莫斯科 10 月 11 日电
（记者栾海） 载有俄罗斯和美国宇航
员的一艘俄罗斯飞船 11 日发射失
败。目前，俄救援人员已找到紧急
着陆的两名宇航员，两人均平安无
恙。

据俄罗斯航天集团发布的消
息，莫斯科时间当天11时40分 （北
京时间 16 时 40 分），载有宇航员的

“联盟 MS－10”飞船由“联盟－FG”
型运载火箭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
科努尔发射升空。起飞约 119 秒后，
火箭第一级分离，位于火箭顶端的整
流罩被抛下，但火箭第二级的发动机
突然关闭，此后乘员舱与火箭紧急
分离，并抛出降落伞着陆。

俄航天集团说，飞船上的俄国
宇航员阿列克谢·奥夫奇宁和美国
宇航员尼克·黑格均告生还，他们
原计划在国际空间站驻守约半年。

两名宇航员着陆的地点距哈萨
克斯坦中部城市杰兹卡兹甘约 20公
里，俄一个空降兵小组率先乘飞机

抵达，并在伞降后找到飞船乘员
舱。目前两人已经出舱，经初步检
查均没有受伤，状况良好。他们将
被送往拜科努尔的宇航员医院进一
步检查，然后回到莫斯科。

获悉宇航员平安生还后，俄罗
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谢天
谢地，宇航员还活着。”俄航天集团
总裁罗戈津表示，飞船的紧急逃生
系统表现出色，俄将成立国家调查
委员会来调查此次事故。

据悉，这是 1983年以来俄载人
飞船首次发射失败。据俄“国家采
购”网站发布的消息，俄航天部门
为此次发射购买了保险，其投保费
为 1.433 亿卢布 （1 美元约合 67 卢
布），保险赔偿金为46.55亿卢布。

俄航天集团此前介绍说，此次
飞赴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准备用一
种新型磁性 3D 打印机以磁悬浮技
术制作小鼠的甲状腺和软骨组织，
并将检查目前与空间站对接但今年
8月出现裂缝的一艘载人飞船。

俄载人飞船发射失败
宇航员紧急着陆生还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杜鹃）
韩国外交部长官康京和本月 10 日
告诉国会议员，外交部正在与其
他政府机构会商是否解除针对朝
鲜 的 部 分 制 裁 措 施 ， 涉 及 所 谓

“5·24措施”。
康京和所言令一些反对党议

员不满。韩国外交部随后澄清，
政府现阶段“没有正式考虑”解
除对朝经济制裁。

【提可能】

康京和 10 日接受国会对外交
部的年度国政监察。一名议员提
问，政府是否有意解除禁止韩朝

经济合作的“5·24 措施”。她回
答 ， 外 交 部 正 在 与 有 关 部 门 商
讨，这方面工作由分管南北关系
的统一部主导。

“5·24 措施”指 2010 年 5 月 24
日，时任总统李明博政府因“天安
舰”事件而宣布一系列对朝制裁，
包括叫停韩朝贸易和人员往来，全
面禁止朝鲜船舶驶入韩方海域，禁
止对朝新增投资，搁置对朝援助项
目 。开 城 工 业 园 区 当 时 得 以“ 幸
免”。

韩 国 海 军“ 天 安 ”号 警 戒 舰
2010 年 3 月 26 日在西部海域爆炸
沉没，46 名水兵死亡。韩方认定
是朝鲜鱼雷所为，朝方否认。

韩联社解读，韩国政府视解
除“5·24 措施”为象征性举措，
旨在改善韩朝关系。

“‘5·24 措施’是一项重要行政
令，我们经常审视它，”康京和说，

“韩国单方面针对朝鲜的制裁措施
与联合国制裁重叠，撤销‘5·24
措施’不意味实质性解除。”

【遭围攻】

康京和所作表述招致不少反
对党议员批评。一些议员说，朝
方没有就“天安舰”事件正式道
歉，康京和就一心想要撤销“5·
24措施”。

主要反对党自由韩国党议员
郑镇锡说：“政府应该首先征得遇
难者家属的理解。”

康京和解释：“我认为，在考
量韩朝关系发展的情况下审视这
件事。”

她说，现在还没有就这一议
题在政府范围内作广泛讨论。韩
联社解读，这意味相关决定不会
马上作出。

韩国外交部 10 日晚些时候向
媒体记者发送短信，澄清康京和
当天在国会所作表述，即在韩朝
关系正在发展和无核化对话正在
继续的情况下，有必要以不损害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等对朝制
裁 框 架 为 前 提 ， 灵 活 考 虑 解 除

“5·24措施”。
韩联社以统一部一名官员为

消息源报道，韩方将视形势发展
考虑解除对朝部分制裁。

韩或将解除部分对朝制裁

这是 10月 11日在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发射场拍摄的载人飞船发射
时的场景。 （新华社/法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