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舟山港石浦港区沈海高速连接线新桥至

石浦段工程已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17〕
280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宁波新石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受项
目业主委托招标人为宁波市高等级公路建设指挥部。建设资金
来自自筹，资金已落实。为适应固定资产投资审计新模式，加强
项目审计监督，现对该工程的跟踪审计咨询服务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规模：宁波舟山港石浦港区沈海高速连接线新桥

至石浦段工程位于象山县新桥镇、定塘镇、晓塘乡、石浦镇。起
点与三门湾大桥及接线工程（规划沿海高速第二段）的新桥枢
纽互通（黄吉岙处）立交相接，主线起点桩号K0+905.500，全线
位于象山县境内，经新桥、定塘、晓塘、石浦四个乡镇，终于石
浦镇白门头东侧，设置石浦互通立交与沿海南线相接，终点桩
号 K18+415.132，路线全长约 17.510km。主线采用双向四车道
标准，路基宽度 26 米。设计速度 100km/h，桥涵设计汽车荷载
等级为公路—I 级，计划建设工期 4 年。本工程总投资概算为
417259.313万元，其中建安费254486.821万元。

2.2招标范围
宁波舟山港石浦港区沈海高速连接线新桥至石浦段工程

跟踪审计咨询服务，具体详见招标文件第五章《甲方要求》。
2.3质量要求：跟踪审计咨询服务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以及

地方法规、规章等规定，并满足招标人要求。
2.4服务期：从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本项目通过竣工验收之

日为止。
2.5标段划分：1个标段；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提供合法有效的法人营

业执照。
3.2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同时具有下列条件，在人员、设

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跟踪审计咨询服务能力（具体内容
详见第二章投标人须知附录）：

（1）须具有省级及以上财政部门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
业证书》；

（2）须具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核发的工程造价咨询甲

级资质；
3.3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牵头人为具有工程

造价咨询甲级资质的单位，并负责派遣项目负责人，联合体所
有成员（含联合体牵头人）数量不得超过2家。

3.4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
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
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本招标项目的投
标，否则均按否决投标处理。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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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委任的项目负责人不得为
失信被执行人。产生预中标候选人后，招标代理人在公示前对
预中标候选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委任的项目负责人进行查询

（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为准），若为失
信被执行人的，则取消预中标候选人资格并重新组织招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8年12月20日至2019年1

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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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人将不予受理。未下载招标文件的投标
人，招标（代理）人将不予接受其投标文件。

4.2如为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所有成员均需办理《宁波市
公共资源交易证》，并由联合体牵头单位购买招标文件，同时
在系统内登记联合体所有成员完整的单位名称。

4.3本项目招标文件每份下载费用300元，售后不退。
4.4 投标人应及时关注浏览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

站，如有招标文件的澄清、修改和补充的文件，请自行下载，不
另行提供纸质的文件。因未及时浏览、下载而造成的后果，责
任自负。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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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招标文件网上下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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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机构联系。
5.投标保证金
5.1金额：人民币80000元整。
5.2投标保证金缴纳形式：
形式①：银行电汇直接缴入以下账户。

投标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2019年 1月 9日 1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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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采用招标人提供格式（详见招标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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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投标人基本账户开户许
可证复印件和银行保函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后编入投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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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联合体投标的，其投标保证金由联合体牵头人提交。

5.2退还时间详见“投标人须知”第3.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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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74－87187113（建设银行）。

6.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6.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19年1月14日9时30分(北京时间,下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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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受理场所安排详见电子指示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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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www.bidding.gov.cn）和宁波日报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高等级公路建设指挥部
地址：鄞州中心区嵩江中路396号
邮政编码：315040
联系人：徐工
电话：0574–87410838
招标代理：宁波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世纪大道北段 555 号名汇东方大厦 20 楼

2017室
联系人：董成浩、戴太敏、潘萍霞
电话：0574-55717440、87298907
传真：0574-55717439
电子邮件：522785294@qq.com

宁波舟山港石浦港区沈海高速连接线新桥至石浦段工程跟踪审计咨询服务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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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杭州湾地区环线并行线 G92N（杭甬高速复

线）宁波段一期工程已由交通运输部以交公路函【2018】88 号
批准建设。项目采用 PPP 模式，建设资金来自政府补助、社会
资本出资，受本项目实施机构宁波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委托，招
标人为宁波市高等级公路建设指挥部。为适应固定资产投资
审计新模式，加强项目审计监督，现对该工程的跟踪审计咨询
服务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工程规模
本项目位于宁波市镇海区、慈溪市、杭州湾新区和余姚

市 ，新 建 路 线 由 非 连 续 的 东 、西 两 个 路 段 组 成 ，全 长 约
55.833km，其中：东段（威海互通至附海枢纽路段）路线长约
40.518km；西 段（庵 东 枢 纽 至 小 曹 娥 枢 纽 路 段）路 线 长 约
15.315km。项目概算总投资 1799117.9499 万元，其中土地征用
及拆迁补偿费 359602.8784万元；监理服务费、勘察设计费、中
心试验室及交竣工检测等费用约2.5亿元。

2.2招标范围
杭州湾地区环线并行线G92N（杭甬高速复线）宁波段一期

工程跟踪审计咨询服务，具体详见招标文件第五章《甲方要求》。
2.3质量要求：跟踪审计咨询服务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以及

地方法规、规章等规定，并满足招标人要求。
2.4服务期：从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本项目通过竣工验收之

日为止。
2.5标段划分：1个标段；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提供合法有效的法人营业

执照。
3.2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同时具有下列条件，在人员、设

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跟踪审计咨询服务能力（具体内容
详见第二章投标人须知附录）：

（1）须具有省级及以上财政部门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
业证书》；

（2）须具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核发的工程造价咨询甲
级资质；

3.3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牵头人为具有《会计
师事务所执业证书》的单位，并负责派遣项目负责人，联合体
所有成员（含联合体牵头人）数量不得超过2家。

3.4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
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
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本招标项目的投
标，否则均按否决投标处理。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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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委任的项目负责人不得为
失信被执行人。产生预中标候选人后，招标代理人在公示前对
预中标候选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委任的项目负责人进行查询

（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为准），若为失
信被执行人的，则取消预中标候选人资格并重新组织招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8年12月20日至2019年1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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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人将不予受理。未下载招标文件的投
标人，招标（代理）人将不予接受其投标文件。

4.2如为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所有成员均需办理《宁波市
公共资源交易证》，并由联合体牵头单位购买招标文件，同时
在系统内登记联合体所有成员完整的单位名称。

4.3本项目招标文件每份下载费用300元，售后不退。
4.4 投标人应及时关注浏览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

站，如有招标文件的澄清、修改和补充的文件，请自行下载，不

另行提供纸质的文件。因未及时浏览、下载而造成的后果，责
任自负。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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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招标文件网上下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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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机构联系。
5.投标保证金
5.1金额：人民币50000元整。
5.2投标保证金缴纳形式：
形式①：银行电汇直接缴入以下账户。

投标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2019年1月10日1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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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采用招标人提供格式（详见招标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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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投标人基本账户开户许
可证复印件和银行保函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后编入投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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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联合体投标的，其投标保证金由联合体牵头人提交。

5.2退还时间详见“投标人须知”第3.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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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19年1月15日9时30分(北京时间,下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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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受理场所安排详见电子指示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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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www.bidding.gov.cn）和宁波日报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高等级公路建设指挥部
地址：鄞州中心区嵩江中路396号
邮政编码：315040
联系人：徐工
电话：0574–87410838
招标代理：宁波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世纪大道北段 555 号名汇东方大厦 20 楼

2017室
联系人：董成浩、戴太敏、潘萍霞
电话：0574-55717440、87298907
传真：0574-55717439
电子邮件：522785294@qq.com

杭州湾地区环线并行线G92N（杭甬高速复线）宁波段一期工程跟踪审计咨询服务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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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余建文 通讯员
徐华良 袁盈波） 冬至时节，迎来
一年中海鲜最肥美的季节。前天晚
上，记者来到路林水产市场，恰逢
一批鲜活梭子蟹到岸，经营户忙着
理蟹、捆扎，产销两旺。

“今年海捕梭子蟹产量不错，
价格一直比较稳定。”经营户老胡
说，临近年关，不少餐馆、冷库大
批收购膏蟹，用来制作炝蟹，供应
元旦、春节市场，导致蟹价有所上
扬，只重 300克的梭子蟹批发价每
公斤已逾200元。

据渔政部门监测，目前，我市
在东海渔场作业的渔船保持在每天
2000 艘以上，海捕产品供应量充
足。这几天，不少市民赶到奉化莼
湖镇桐照村码头，选购新鲜海产
品。渔民老林说，最近冷空气来临，
带鱼、小黄鱼的捕获量有所增加，价
格也有所上扬。“总体来说，像宁波
人钟爱的带鱼、鲳鱼、黄鱼等，今
年产量跟往年基本持平，但个头
大、品质好的，依然很稀缺。”

海捕状况决定了市场的价格走

势。记者在大世界水产交易市场走
了一圈，多数批发摊位陈列的海鲜
品种、数量不多，交易也较清淡。从
事海鲜生意 20 多年的柳老板说，
现在，三指宽的东海小眼睛带鱼，
批发价要 320 元/公斤，大鲳鱼也
要300元/公斤。条重200克的野生
小黄鱼每公斤 360元，比半个月前
涨了一成左右。“因为价格太高，
除了高档餐馆和办婚宴的客户外，
普通市民来选购的很少。”柳老板
说，根据以往规律，元旦之后，梭
子蟹价格要突破 300 元/公斤，大
带鱼、鲳鱼、小黄鱼等野生货，价
格还要涨一涨。

相对而言，养殖水产品价格就
比较亲民。眼下，江苏产的大闸蟹
已落市，但来自安徽的大闸蟹供应
充足，175 克（3 两半）的公蟹批发
价每公斤 90 元，没怎么涨价。而
批发价每公斤百元上下的深海养殖
大黄鱼，也颇受消费者欢迎。此
外，来自越南的养殖东星斑、广西
的养殖青蟹、山东的暂养虾蛄等，
因为量大价平，销量也不错。

水产品临节看涨 优质海捕品稀缺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虞南） 冬日暖阳上线几日，又
转为阴雨天气。受暖湿气流影
响，甬城气温不低。今天甬城气
温继续回升，但冷空气已经蓄势
待发。

今天我们迎来二十四节气中
的重要节气——冬至。民间有
云：“阴极之至，阳气始生，日南

至，日短之至，日影长之至，故曰冬
至。”在古代民间有“冬至大如年”
的讲法。古时候，漂泊在外地的人
到了这时节都要回家过冬节，所谓

“年终有所归宿”。古时有“冬至一
阳生”的讲法，也就是说从冬至这
天开始，阳气慢慢开始回升。

根据预报，今天起多阴雨天
气。气温先高后低，26 日前最低
气温 8℃至 11℃，最高气温 13℃至
17℃，27日到30日最低气温4℃至
6℃，最高气温 8℃至 10℃。气象部
门提醒，明天我市沿海海面有 8级
至9级偏北大风，请大家注意防范。

今日冬至 阴雨相伴

记者 张燕 通讯员 赵路

“方爸爸，最近身体怎么样
啊？冬至马上要到了，我们来跟您
一块过节啦！”昨天，慈城三勤村
独居老人方巽章家里，暖黄的灯光
和热气腾腾的饺子，把老人简陋的
家衬得格外温馨。87 岁的方老伯
虽然失明数十年，但他知道，是他
的“儿女们”来了。

方老伯 30 多岁时，因没钱治
疗眼疾，渐渐失明。他和老伴在村
里的帮助下开了一间小店，由老伴
负责进货。不幸的是，5年前一直
相依为命的老伴去世了，此后老人
只得自己拿着拐棍，摸索着去城里
进货。2009 年冬天，方老伯进完
货在慈城公交车站等候前往三勤村
的农村公交，下车时他颤巍巍的样
子引起了驾驶员李锋军的注意，一
打听才知道方老伯的境况。

李锋军和同事们深受触动，在
老人上车时，特地要了他家里的电
话号码，“我们有空就来看您”。两
天后，在一次班组会上，李锋军把

老人的情况和班组其他成员说了，
大家纷纷表示要去看望老人，一起
帮助他。从此，方巽章老人就有了
43个“儿女”。

“快 10年了，自己的小店也关
了。可他们还是照旧来看望我！”
昨天上午，方老伯激动地说，10 年
来的往事一幕幕浮上心头。

2012 年夏天，方老伯家里进
了贼，不但损失了财物，门窗也被
撬坏了。“儿女们”获悉后，请来
木匠把老人家里的门窗修好；2013
年下半年，方老伯因身体不适，住
院近一个月，“儿女们”自发每天
轮流去医院照顾；2014 年春节，

有“儿女”将方老伯接到自己家
里，一起欢度春节；2015 年，方
老伯说想去上海看看，李锋军立刻
去火车站排队给方老伯买票，原打
算和老人一起去，可是方老伯说什
么也不同意，硬是要自己去，“放
心好了，我自己一个人能行，我会
打电话报平安的！”拗不过方老
伯，李锋军只能同意。之后，李锋
军每天给方老伯打电话问情况，直
到方老伯回来了，他亲自把老人接
回家……

同村村民知道后，羡慕地说：
“有这么多人的关心，老人真有福
气。”

43个“儿女”
和失明独居老人的故事

本报讯（记者王岚 通讯员
刘拥军 郭腾达） 还记得今夏街
头的“爱心冰箱”吗？如今冬日
里将多一杯姜茶，延续这份爱
心。宁波城管部门通过市城管
义工协会，联合市慈善总会，
即 日 起 至 2019 年 春 ， 发 起 以

“认捐一杯姜茶，温暖一座城
市”为主题的送“爱心姜茶”活
动，目前首批 18 个服务点已经
启动服务，向户外工作者提供热
姜茶。

昨日下午 3点，记者在位于
海曙区公园路 188号的一处“爱

心姜茶”设置点看到，海尔集团宁
波中心的童文博代表公司前来捐赠
20台微波炉。“我们只是做了一件
力所能及的小事。”他说。

在首次募捐中，宁波四明大药
房胡可女士代表公司捐献了 5000
元现金用于购买姜茶。接下来，四
明大药房出售的姜茶收入将用于

“爱心姜茶”活动。
“本项目公募得到了宁波市慈

善总会的支持。”市城管义工协会
专职副秘书长陈泽州说，献爱心市
民可通过市慈善总会捐赠专用账户
捐款，也可选择捐献实物参与。

中心城区18个点位向户外工作者提供热姜茶

城管义工慈善总会
联合送“爱心姜茶”

户外工作人员喝上热姜茶。 （王岚 郭腾达 摄）

冬捕季节，带鱼、鲳鱼等供应增加，价格走高。 （余建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