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计划停电预告
10月 29日 星期一 海曙：集士港镇：瑞尔、杰琪、鸿

腾、望春工业发展、奕多弗、丰成村一带、特锐德（8:30-16:00）
10月30日 星期二 海曙：八中（5001026855）、东益制

笔（5001027228）、孝闻街一带用户（9:00-16:45）高桥镇：宁波
市镇海野马电池配件有限公司、新联新村小区（单电源）、艾
姆斯、荣顺、顺达、新联村一带、宁波市鄞州梦迪尔制衣厂、宏
润建设、宁波市海曙观复日用品有限公司、宁波市昌隆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康迪铝业有限公司、万隆、利精、通盛、林
泰、捷行、亿杰、品上、科胜、融创、妙加、爱姆奇（8:00-13:30）
高桥镇：新联村一带、柯思蒙、东龙、嘉驰、天乐、富达、兴达金
属、华贸、雅太、腾众、蒙特威尔、艳华、求精、秉泰、人民政府、
马克、翔源工贸、鸿鼎、秀丰村一带、人民政府、芦港村一带、
人民政府、梁祝文化公园、祥盛、恒杰、天路轻工工贸（8:00-
13:30）洞桥镇：双桂新苑1号配电室1号公变、鱼山朝后4号公
变、鱼山毛家2号公变（7:00-14:30）洞桥镇李家村一带（7:30-
14:00）洞桥镇石臼庙川堂村一带（7:30-14:00）。江北：慈城镇
交警队附近（8:00-15:50）慈城镇公交车充电桩（8:00-15:50）

10月 31日 星期三 海曙：横街镇：灿鸿、万华村一带
（8:30-16:00）洞桥镇：周公宅2号公变（7:00-14:30）洞桥镇：上
水矸村一带（7:30-14:00）。江北：甬江街道中铁房产 （8:30-
14:00）慈城镇品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8:00-15:50）慈城镇
勤丰村部分、妙湾村、慈孝机械制造厂、明明仪表玻璃厂

（8:00-15:50）
11月 1日 星期四 海曙：集士港镇：岳童村原白岳电

管站、邮电所一带；湖山村虞周北一带（8:30-16:00）。江北：洪
塘街道林家村、求浦闸、两江投资、奥体中心、地铁产业、污水
泵站、四自路灯（8:00-15:00）

11月2日 星期五 海曙：横街镇：万华村一带、风灵
（8:30-16:00）石碶街道：宁波市吉泰工艺品（7:30-14:30）郑家
5 号公变、郑家 4 号公变、腾丰食品厂（7:00-14:30）。江北：洪

塘街道朱界村、邵家渡村、灿详光电、朱界经合社、联城不锈
钢、美盛塑料、谷鼎塑业、华光铸造、电子元件、活塞环厂、洪
塘包装、中远钢管（8:00-15:00）

增加：
10月23日 星期二 杭州湾新区：路灯变、水处理

（9:00-15:00）
10月 24日 星期三 杭州湾新区：腾达滚子 （9:00-

15:00）
10月 25日 星期四 杭州湾新区：江南村部分地区

（7:30-15：20）佳明、世亚燃气、力盟工业（8:00-15:00）铁塔、
全盛、沥高新材料、金业汽车、管理委员会、吉俱泰、鑫洁光伏

（9:00-15:00）
10月26日 星期五 海曙：生活新境配电室1号公变，2

号公变，3 号公变，生活大师小区变（9:00-16:00）。杭州湾新
区：管理委员会（路灯变）（9:00-16:00）

10月 27日 星期六 杭州湾新区：江南村部分地区
（7:30-15:20）

10月28日 星期日 杭州湾新区：立涛五金厂、张根五
金配件厂、涵锐电子有限公司、定如弹力棉梳理厂（7:30-
15:20）

取消：
10月22日 星期一 海曙：集士港镇：汽配厂、奥德纳

米、望春工业发展、丰成村一带（8:30-16:00）
10月23日 星期二 海曙：生活新境配电室1号公变，2

号公变，3号公变，生活大师小区变（9:00-16:00）
10月24日 星期三 海曙：洞桥镇：周公宅1号公变、周

公宅 2号公变、沙港南畈 4号公变（7:00-14:30）。江北：慈城镇
妙山街一带、妙山菜场、西桥头自然村、妙达刀具制造有限公
司、双羽塑料制品厂、妙山幼儿园、逸龙金属制品厂、农场 1
号、市政管理路灯（8:00-15：50）

10月25日 星期四 海曙：高桥镇：新联村一带（8:30-
16:00）。江北：慈城镇毛岙村一带（8:00-16:00）

10月26日 星期五 江北：慈城镇三联村、大通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8:00-16:00）

宁波供电公司
网址：95598.zj.sgcc.com.cn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象山港大桥及接线、宁波绕城高速东段、穿山至

好思房公路2018年桥隧专业性专项维修（防腐涂装）工程已由宁
波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甬交控【2018】34号批准建设，业主
单位为宁波市象山港大桥开发有限公司、宁波绕城东段高速公
路有限公司、宁波穿山疏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招标人为宁波交
投公路营运管理有限公司，招标代理人为宁波德威工程造价投
资咨询有限公司，建设资金为业主自筹，并已落实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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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地点：象山港大桥及接线、宁波绕城高速东段、穿山至

好思房公路；
工程规模：约7403574元；
施工招标范围：象山港大桥及接线、宁波绕城高速东段、穿

山至好思房公路2018年桥隧专业性专项维修（防腐涂装）工程施
工，具体内容详见象山港大桥及接线、宁波绕城高速东段、穿山
至好思房公路2018年桥隧专业性专项维修工程施工图及清单。

计划工期：计划工期为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19年6月30日，
缺陷责任期为12个月（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质量要求：工程交工验收的质量评定：合格。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的施工企业资质：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具备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一

级资质，并在人员、业绩、信誉、财务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
力。

3.2标段划分：1个标段。
3.3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4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

他组织或个人，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
股（含法定代表人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
段投标。

3.5 投标人须在宁波市交通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完
成基础信用信息录入并经审核通过，且信用等级不得被评为 D
级。

3.6列入“黑名单”的单位和个人受到限制当事人资质、资格
等方面的行政处理决定且处在处罚期的，限制其参与宁波市公
共资源交易活动；列入“黑名单”管理范围的其他行政处理决定，
限制其参与投标（具体按照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宁波市公
共资源交易“黑名单”管理办法的通知（甬政发[2014]119 号）执
行）。

3.7 投标人无违法行为记录（违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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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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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预中标候选人公示前经“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
itchina.gov.cn）查询有“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的，取消预中标候选
人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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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19日至 2018年 11

月6日1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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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上
述规定期限的，招标人将不予受理。

4.2 招标文件每套下载费用 300 元（其中电子交易平台使用
费 100元），售后不退。注：如招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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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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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须自行下载相关文件，如有遗漏，责
任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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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请登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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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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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馨提示：凡受到相关行政监管部门限制投标的企业，

请慎重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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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万元整。
5.2投标保证金的缴纳形式：
形式①：银行电汇直接缴入以下账户。

保证金到账截止日期：2018 年 11 月 6 日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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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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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保证金银行转账
回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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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密封提交给招标（代理）人。

5.3退还时间：详见“投标人须知”第 3.4.3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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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74-87861127（中国银行）
6.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6.1招标人不统一组织工程现场踏勘及投标预备会。
6.2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18年11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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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市行政服务中心四楼，具体会议室详
见当天电子指示屏）。

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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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www.

bidding.gov.cn）、《宁波日报》、宁波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网站（www.nbgz.gov.cn）、宁波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网站（www.nbjttz.com）、宁波交投公路营运管理有限公司（www.
nbcos.cn）网站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交投公路营运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百丈路168号会展中心大厦A座24楼
联系人：郑工
电话：0574-87979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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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斌、朱佳媛
电话：0574-87686094、87684875、13505741384
传真：0574-87686776

象山港大桥及接线、宁波绕城高速东段、穿山至好思房公路2018年桥隧专业性专项维修（防腐涂装）工程招标公告
交易登记号：G3302010000004386001

标段号

001

金额
（元整）

1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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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

开户银行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
市科技支行

银行账号

354566921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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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好啦！这里终于开始整改
了!”10 月 18 日，记者回访民安东
路旁卫生死角时，在附近经营小店
的王女士对记者这样说，话语间充
满欣喜。

今年 6 月 7 日以来，宁波市文
明 创 建 市 民 巡 访 员 “ 梓 荫 山
1960”通过中国宁波网民生 e点通
问政平台两次发帖，反映东部新城
民安东路旁有一处被遗忘的卫生死
角，脏、乱、臭现象十分严重，而
且还有人在绿化带上种瓜、养鸡。

据了解，此处卫生死角位于书
香景苑东侧地块，在民安东路以南、
盛莫路以西、书香景苑以东、赫德学
校以北，占地约3000平方米。

收到网友投诉后，街道第一时
间会同鄞州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直
属二中队，责令当事人清理鸡窝，
并禁止养鸡。

10 月 15 日，宁波日报报网报
道了该乱象。

福明街道城管办负责人告诉记
者，当日，街道再一次会同鄞州区
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直属二中队现场
约谈书香景苑物业处，要求做好垃
圾房周边保洁工作；同时，约谈邱
二村村委会主任，要求其加强相关
管理。

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街道还
专门组织施工队伍，对此地进行了
无死角的垃圾、杂草清理，并对破损
的绿化带及路面进行了修复。同时，
还砌筑围墙，以防止垃圾倾倒。

10 月 18 日和 21 日，记者两次
前往现场探访。

18 日，在通道路口附近，记
者看到施工人员正在重新铺设路

面。里面曾经养着鸡的“菜园”已
被铲除，路旁垃圾已被彻底清理。
公共厕所旁的空地上正在建造围
墙，把内外两块区域进行分隔。

21 日，记者看到这一区域的
外部整改工作已全部完成，地坪重
新浇筑，通道深处砌起了围墙，并
在路口安装了隔离桩。

（仇龙杰 文/摄）

《东部新城这个卫生死角到底谁管》后续

终于干净了！居民们欣喜满满
寻找良医，去哪里？
凭借便捷的城际交通，这几

年，越来越多的宁波人前往杭
州、上海，甚至是千里之外的北
京。有能力如此“问医”，是宁
波人的一种幸福，可这样的幸
福，有许多其实就在我们的家门
口！

为更直观地呈现宁波医疗事
业的发展与成就，并为大家提供
更便捷、更实用的问医服务，中
国宁波网民生 e点通采撷“好医
生直通车”平台上专家志愿者的
精彩工作片段，以及他们对网友
热问的相关健康事宜的专业解
答，推出“问医宁波”专题视频。

这组视频报道将以融媒体传
播的方式，与市民朋友分享名医
的治疗样本，并带领大家走进神
秘的手术室，领略最真实的治疗
场景。

手指不慎被切断，通过手术
接回去；手指被机器咬碎缺损，
取足趾再造拇指，而且神形兼
备。这些创造奇迹一般的手术或
许会令人啧啧称奇，但这样的断
指再植再造技术在宁波已非常成
熟。

宁波市第六医院手外科经过
20 余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浙江省
省级重点学科、宁波市重点学
科，科室在断指再植、四肢组织

修复重建等多个领域闻名国内外。
多年来，科室已施行断指再植 1万
余指，成活率达 96.5%；断肢再植
1000 余例，再造拇手指 500 余例，
成活率达 99%；游离皮瓣、关节、
骨瓣 2000 余例，各项技术均达到
国内领先水平。

本期视频，我们将带领大家走
进宁波市第六医院手外科，一起去
见识一下神奇的断指再植再造技
术。

您可登录中国宁波网观看民生
e点通定期推出的视频报道，或微
信搜索“nb81850”（也可直接扫描

文末二维码） 关注后，发送“问医
宁波”获取视频链接。

（傅钟中 文/摄）

“问医宁波”第七期：
移花接木——神奇的断指再造技术

宁波市第六医院血管外科医疗团队正在为病患实施手术。

10月 21日，一场由三十多户
特殊家庭近百人参加的特殊沙
龙，在江北区天水家园天天向上
党群服务中心热闹举行。中国宁
波网皓子妈“星宝”工作室在此推
出了第一个家长喘息驿站——

“天水驿”。近 30名自闭症患儿在
美育音乐老师带领下，与来自天
水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合作上演了
一场互动“音乐会”。

为了让街道社区里的自闭症

患儿以及由于唐氏综合征、脑瘫、癫
痫等疾病引发心智障碍的患儿家庭
获得更多“精准”帮扶，天水社区与
中国宁波网皓子妈“星宝”工作室携
手，为心智障碍患儿家庭提供行之
有效的服务，着力打造孩子—家庭
—社区—社会的生态系统。

中国宁波网“星宝”工作室负责
人“皓子妈”居住在天水社区。她的

“皓子”现已从一名不会说话、不知
大小便、眼神不对视、满世界乱跑的

典型自闭症患儿，成为如今“庇护工
厂”流水线上的优秀员工。

为了让更多患儿成为“皓子”，
工作室自今年 5 月以来，陆续推出
了 10余场丰富多彩的活动，服务患
儿与他们的家长近千人次，参与的
志愿者有百余人次。

家长喘息驿站——“天水驿”由
庄桥街道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牵头，
天水社区搭台。江北区园林处、天水
幼儿园、红日体育等单位也给予了
全力支持。喘息驿站将致力于帮助
承受着巨大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的
心智障碍家庭塑造积极、自助的乐
观心理，并为心智障碍患儿在学习、
社交、工作等各个方面平等融入社
会作出努力。 （张璐）

中国宁波网皓子妈“星宝”工作室
开出第一家家长喘息驿站

“已经生了的妈妈可以参赛吗？”
“终极PK时，我正在做产咋办？”
“一等奖真的是好几万元的奖品

吗？”
……

“为爱而生，好孕常在”——宁
波首届“最美孕妈”风采大赛推出以
来，受到了广大网友的热烈关注。孕
妈们的美照和深情告白纷至沓来。

本周五，“最美孕妈”网络投票
将拉开序幕。还没参加的孕妈们，可
以在12月18日之前继续上传照片。
只要您敢秀，就有机会免费坐月子、
家用电器、摄影套餐、现金红包等多
重大礼。

活动分网络投票和现场 PK 两
部分组成，时间为 10月 8日至 12月
29 日。其中，网络投票时间为 10 月
25 日至 12 月 18 日。总投票数最高
的30位孕妈将参加现场PK。

孕情稳定的宁波地区孕妈均可
报名参赛。报名方式为：

1、关注微信公众号“宁波 e 点
通”（搜 nb81850）或“艾博尔”（搜
abefcyy），编辑发送“孕妈”后获取报
名表单，通过表单提交“孕期照片 1
至 5张+真实姓名+孕周+拍摄所在
地”进行报名。上传时若为照片附上
一句孕期感言，还可直接加分哦。

2、没有孕期照片的孕妈，可前
往宁波艾博尔妇产医院摄影馆，免
费拍形象照，定格自己人生中最特
别的时刻，并在拍照后现场报名。

为配合这次大赛，主办方还将
推出一次线上孕期养护有奖知识竞
赛，并邀请专家为孕妈们进行一次
孕期养护专题讲座。

孕育宝宝的日子，是一个女人
乃至整个家庭值得铭记的最美时
光！赶紧行动吧，一起参加我们的

“为爱而生，好孕常在”——宁波首
届“最美孕妈”风采大赛，绽放专属
孕妈的别样风采，并赋予宝宝一份
特别的礼物！

本次大赛由宁波日报报网主
办；宁波艾博尔妇产医院、慈溪艾
博尔妇产医院为这次活动联合提
供支持。

特别提醒：
1、本活动所有参赛照片恕不

退回，主办方有权使用参赛照片，用
于活动宣传与推广；

2、主办方有权拒绝或终止不符
合参赛资格者或违规者参赛；

3、发现恶意刷票将直接扣除相
应票数；

4、微信投票期间若取消关注，
则所投票数为无效；

5、主办方保留本活动的最终说
明权；

6、咨询热线：81850000。
7、主办方已选取并微信分享了

第一批孕妈美照，扫一扫文末二维
码即可欣赏。 （张 璐）

宁波“最美孕妈”风采大赛火热报名

本周五将拉开网络投票序幕

同学区换房
怎样做可不改变落户时间

网友“zhuoning2012”：儿子
2年后到惠风书院上学，户口已经
在惠风书院学区，目前想换房子，
同样是在惠风书院学区，户口转到
新房子，不知道算一表生时，落户
时间是按老房子落户的时间还是新
房子落户的时间为准？

鄞州区教育局：在同一学区换
房，请保留好最早的房产证和户口
簿复印件，以最早的入户时间和房
产证为准。

身份证没带
能在机场开临时证明吗

编号为“52732”的微博网友
留言：如果身份证没带，可以在机
场开临时证明吗？需要提供什么材
料？

机场与物流园区管委会：从
2018 年 7 月 30 日起，宁波市公安
局机场分局在候机楼出发大厅投入
启用临时乘机证明自助机，需输入
本人居民身份证号码，通过人脸识
别技术，一键式开具临时乘机证
明。

应注意事项：
1、未办理过第二代居民身份

证和异常人员，自助机无法开具，
须到候机楼二楼公安服务台人工核
查办理；

2、人工核查办理需提供户口
簿、驾驶证、居住证等相关有效证
件；

3、2 周岁以上、16 周岁以下
凭户口簿原件登机，不需开具临时
乘机证明；

4、2 周岁以下婴儿凭出生证
明原件或户口簿原件登机，不需开
具临时乘机证明。

（海文）

部门回复精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