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于江北区甬江街道路林村上庵跟自然村刘阿兴的

房屋已列入路林村上庵跟自然村 （部分） 旧村改造项

目。该拆迁范围内的土地证 〔北甬集建 （1995） 字第

08234号〕 权属人记载为刘阿兴，房屋至今未签订房屋

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望刘阿兴房产的相关人员在见报后

10 天内到甬江街道征地拆迁办公室处理相关拆迁事

宜，逾期将按相关拆迁政策另行处置。

甬江街道征地拆迁办公室地址：宁波市江北区环城

北路东段316号，电话87386710，联系人徐。

宁波市江北区甬江街道征地拆迁办公室

2018年12月26日

公 告国家开放大学是教育部直属高校。宁波广播电视大学举
办的国家开放大学开放教育2019年春季招生工作即日开始。
报名者只需参加由宁波电大组织实施的入学水平测试。

一、招生专业
1．本科：行政管理、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会计学、工

商管理、土木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商务英语、法学、汉语
言文学、物流管理、金融学、社会工作、学前教育、小学教育、
广告学、工程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2．专科：行政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工商企业管理、机电
一体化技术、工业工程技术、会计、物流管理、建设工程管理、
建筑工程技术、工程造价、汉语言文学、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
理、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汽车营销与服务、数控技术、国际
经济与贸易、药学、护理、学前教育、英语、广告设计与制作、
传播与策划、金融管理、投资与理财、电子商务、市场营销、旅
游管理、酒店管理、社会工作、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信息
管理、法律事务、小学教育、文秘、物业管理、农业经济管理。

二、学历文凭
修满规定学分，由国家开放大学颁发国家承认的专科或

本科学历毕业证书，教育部给予电子注册。达到授予学位标

准并符合有关规定要求，可获得国家开放大学授予的学士学位
证书。

三、收费标准：
学费：本科每学分 110元，最低毕业学分 71学分。专科每学

分 100元，最低毕业学分 76学分；代办费：500元/年/生，按实结
算，多退少补；注册费：200元/生。

四、具备招生资格的单位：
宁波电大校本部：87220589、87201035
鄞州学院：88121079、87837837
余姚学院：62703755、62782233
慈溪学院：63919152、63919153
宁海学院：65206392、18067179930
象山分校：65766093
奉化分校：88959570、88913290
镇海分校：86370663、86267780
北仑分校：27698551、27698486
江北工作站：87570000、13957853790
招生监督电话：87210063
招生网站：http://www.nbtvu.net.cn

国 家 开 放 大 学
（原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宁波广播电视大学 2019年春季开放教育招生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梅景路改造（冬青路-渡架桥江）工程（施工）已

由宁波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发展局以甬高新经【2018】
153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宁波国家高新区国有资产管理与会
计核算中心，招标人为宁波高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招标代理
人为浙江凯翔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建设资金由区财政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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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始冬青路，东至渡架桥江。
项目规模：按新建城市支路进行改建，道路全长约 1128米，

标准横断面宽度20米，按规划要求埋设地下专业配套管线。
项目总投资：约10572万元
招标控制价：33021704元
计划工期：365日历天
招标范围：道路、桥梁、排水、路灯、景观绿化、电力排管及综

合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详见工程量清单及施工图）。
标段划分：1个标段
质量要求：按国家和行业施工验收规范一次性验收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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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

包贰级及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
工能力；

3.1.3申请人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以下简
称“系统”）中施工信用等级须具有C级及以上（以资格预审当天
所在季度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的信息为准）；

3.1.4 企业注册地在浙江省行政区域以外的申请人已通过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备案登记；

3.1.5 申请人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录入
信息，其相关内容在资格预审截止时间前已经该系统审核通过。

3.1.6其他要求：申请人及拟派项目经理在建筑市场活动中
不得存在弄虚作假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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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建造师（含年龄在60周

岁以下的临时建造师）壹级，并具有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
证），注册专业市政公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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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录入信息，其相关内容在资格预审截止时间前已经该系统审
核通过；

3.2.4其他要求：
拟派项目经理要求无在建项目；在建项目开始的计算时间

为招标项目的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或者直接发包项目的合同签
订之日，结束时间为该项目通过竣工验收之日止。拟派项目经理
在系统中的未解锁项目，视同为在建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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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5申请人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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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已按规定办理人工工资支付担保且在有效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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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不得为失信被

执行人，申请人应按招标文件专用条款规定的格式提供承诺
书。产生资格预审入围单位后，招标代理人将对资格预审入围
单位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的信息进行查询，若存在
失信被执行人信息记录的，将取消入围资格并不再进行递补。

（失信信息查询以“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 查
询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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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0-2家为招标人推荐

的注册地在高新区且被宁波市人民政府、宁波市及高新区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评定为“宁波市建筑业龙头企业”“宁波市建筑
业骨干企业”“宁波市建筑业‘走出去’发展先进企业”“高新
区优秀建筑业企业”（以最新文件为准） 的单位】。

5.资格预审文件的获取
5.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8 年 12 月 19 日至 2018 年

12 月 27 日 16:00 （北京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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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行下载招标文件。超出上
述规定期限的，招标人将不予受理。

5.2资格预审文件和招标文件下载费用300元 （其中电子交
易平台使用费100元），售后不退。

5.3 资格预审、招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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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页面地址详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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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资格预审、招标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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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页面地址详见5.1条款）“业
务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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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资格预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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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页面地址详见 5.1条款）“业务公开——资料下载”
栏目 （咨询电话：0574-87187975、0574-87187966）。

5.6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人联系。
5.7 未在网上下载资格预审文件的单位，其资格预审申请

文件不予受理。
6、资格预审文件的递交
6.1投标文件提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18

年 12月 29日 9时 30分，地点为宁波国家高新区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指定开标室 （高新区广贤路997号高新区行政服务中心南
楼三楼309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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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发布
7.1时间：2018年12月19日至2018年12月27日
7.2 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在宁波国家高新区 （宁波新材料

科技城） 门户网站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专题、宁波日报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高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广贤路997号创新孵化大楼北楼10楼
联系人：王巍；联系电话：0574-87909128
招标代理人：浙江凯翔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邱隘民营工业区横港路79号
联系人：董顺杰；联系电话：0574-88358232

梅景路改造（冬青路-渡架桥江）工程(施工）资格预审公告

宁波金鸿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开发的位于宁波市鄞州区广
德湖南路与泰康西路交叉口的风澜熹园（推广名：风华东方）项
目，该项目的商品房已具备交付条件，集中交付时间为 2018 年
12月28日至2018年12月31日上午9时至下午4时半，请各位业
主在上述时间前往风澜熹园项目现场办理相关交付手续。

特此公告！
宁波金鸿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26日

风澜熹园项目交付公告

浙江跃龙园林建设有限公司承接的明州大道（洞桥至云龙段）两侧景观绿化工

程（第二标段）工程已全部完工，项目经理部按照《项目专用本》按月足额支付的原

则，截至 2018年 6月 12日，已经支付完成农民工工资（其中包括工资、奖金、津贴、加

班费等），无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请各劳务单位和参与该工程的劳务人员见到公示

后，如有异议，请在三十日公示期内及时与浙江跃龙园林建设有限公司明州大道（洞

桥至云龙段）两侧景观绿化工程（第二标段）项目经理部联系。

联系人：王工 联系电话：13586677133 13606583169

浙江跃龙园林建设有限公司明州大道（洞桥至云龙段）两侧景观绿化工程（第二

标段）项目经理部

浙江跃龙园林建设有限公司明州大道（洞桥至云龙段）两侧
景观绿化工程（第二标段）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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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
人民日报评论员

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找准改革突破口，就能解决制约发展的
深层次问题。这是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的一条重要经验。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我国经济
运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
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
动摇，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
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
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这
一明确要求，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分析国内
经济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给出的调整
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治本良
方。2015 年，党中央决定实施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经过几年的努力，取得了
重要阶段性成效。钢铁、煤炭“十三
五”去产能目标基本完成，一大批“散
乱污”企业出清，工业产能利用率稳中
有升，传统产业加快改造，科技创新成
果不断涌现，新动能加快成长，特别是
去产能使得重点行业供求关系发生明显
变化。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激发
了市场活力、增强了内生动力、释放了内需
潜力，推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产业迈向
中高端水平。实践充分证明，党中央这个决
策是完全正确的，是改善供给结构、提高
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治本之策。

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
动摇，就要深刻理解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必然性。面对经济形势变化，政
策上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坚持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是加强需求刺激。
当前形势下，有必要稳定总需求，但我

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
构性的，供给体系不适应需求结构变
化，经济难以实现良性循环。这决定
了，我们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不动摇，尽管有难度，也要挺过
去，不能半途而废。毋庸置疑，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
调整是要付出代价的，不可能轻轻松松
完成。但今天不付出代价，未来将付出
更大代价。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只有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
动摇，才能使我国经济发展迎来更加光
明的前景。

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
动摇，就要认真贯彻落实“巩固、增
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巩固，就
是要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加大
破、立、降力度；增强，就是要增强微
观主体活力，发挥企业和企业家主观能
动性，破除各类要素流动壁垒，促进正
向激励和优胜劣汰；提升，就是要提升
产业链水平，注重利用技术创新和规模
效应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加快解决关键
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培育和发展新
的产业集群；畅通，就是要畅通国民经济
循环，形成国内市场和生产主体、经济增
长和就业扩大、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
环。“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管总的要
求，全党务必认真贯彻落实。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
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完
成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突破口和着力
点。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
动摇，认真贯彻落实“巩固、增强、提
升、畅通”八字方针，不断提高经济发
展质量和效益，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之
路就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载12月26日《人民日报》）

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不动摇
——四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社会主义
学院工作条例》，并发出通知，要求各
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本条例自 2018 年 12 月 22 日起施
行。2003 年 11 月 27 日中央统战部印发
的《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暂行条例》同时
废止。

（据新华社）

中共中央印发

《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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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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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
人民日报评论员

历史总是要前进的，历史从
不等待一切犹豫者、观望者、懈
怠者、软弱者。只有与历史同步
伐、与时代共命运的人，才能赢
得光明的未来。

“四十载惊涛拍岸，九万里
风鹏正举。”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饱含激情地回顾40年改革开放
伟大历程，并从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历史大视野中，指出改革开
放作为重要法宝、必由之路、关
键一招的深远意义，号召“将改
革开放进行到底”。这既是把握
历史大势的深刻洞见，更是引领
时代发展的豪迈宣言。

从历史大势来看，在近代
以来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
人民经历了太多太多的磨难，
付出了太多太多的牺牲，进行
了太多太多的拼搏。“江河之所

以能冲开绝壁夺隘而出，是因其
积聚了千里奔涌、万壑归流的洪
荒伟力。”正是 40 年来的改革开
放，使中国人民在富起来、强起来
的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让
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

“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今天，中
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历史进程中
积累的强大能量已经充分爆发出
来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
供了势不可挡的磅礴力量。正因如
此，习近平总书记才把推进改革开
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与建
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
国，并称为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
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并列为近
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三大里程碑。

从时代发展来看，世界面临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给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机遇。当然
也要看到，世界变局中危和机同
生并存，克服了危即是机，失去了
机即是危。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关键在于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
帜，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
开放。40 年来，我们靠什么来振
奋民心、统一思想、凝聚力量？靠
什么来激发全体人民的创造精神
和创造活力？靠什么来实现我国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在与资本主
义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靠的就
是改革开放。今天，越是环境复
杂，我们越是要以更坚定的信心、
更有力的措施，把改革之路走得
更快、开放之门开得更大。正如习
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的，“改革开
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
水，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
使命更光荣、任务更艰巨、挑战更
严峻、工作更伟大。”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
今天；离开改革开放，也没有中国
的明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必须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
愿，勇于改革开放，让党和人民的
事业始终充满奋勇前进的强大动
力。从开启新时期到跨入新世纪，

从站上新起点到进入新时代，改革
开放 40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不
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人恩赐
施舍的，而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用
勤劳、智慧、勇气干出来的。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我们要
一棒接着一棒跑下去，每一代人都
要为下一代人跑出一个好成绩。今
天，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更大力
度把改革开放推向深入，既当改革
促进派，又当改革实干家，这正是
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和无上
光荣。

40 年大潮激荡，每一天都是
新的起点。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旗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改革
开放进行到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在新时代创造中华
民族新的更大奇迹！创造让世界刮
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载12月26日《人民日报》）

九万里风鹏正举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重要讲话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5 日
电 中共中央组织部近日下发
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在元旦
春节期间开展走访慰问生活困
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活动，
让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切
身感受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的关怀和温暖。

通知提出，各级党委（党组）
要全面准确掌握生活困难党员、
老党员、老干部的基本情况，了

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和诉求，深入基
层走访慰问，有针对性地帮助解决
实际困难。要加大对基层干部特别
是工作在困难艰苦地区和战斗在
脱贫攻坚第一线的干部关心关爱
力度，对因公殉职或者不幸去世的
优秀基层干部家属重点走访慰问。
要适当扩大走访慰问范围，做好村

（社区）老骨干、因病致贫的特困群
众帮扶工作，确有困难的大学生村
官、基层党务工作者也可走访慰

问。中央组织部将从代中央管理的
党费中安排慰问资金，于近期划拨
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部
门（系统）党委（工委）组织部，各地
区各部门（系统）要尽快落实配套
资金，确保在春节前发给慰问对
象，做到专款专用。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组
织人事、老干部工作部门要会同有
关部门，对近年来出台的有关提高
离休干部医疗待遇、提高离休干部

生活补贴标准和扩大发放范围、提
高离休干部护理费标准等政策落
实情况进行认真检查，发现问题及
时解决。要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
认真做好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农
村老党员和未享受离退休待遇的
城镇老党员生活补贴发放工作，春
节前足额发放到位。

通知强调，各地区各部门（系
统）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使走访
慰问活动成为凝心聚力的暖心工
程。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贫困地
区、受灾地区和基层一线，为群众
办实事解难事。要引导广大党员干
部自觉做好联系服务群众各项工
作，力所能及地帮助群众解决具体
困难。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
其实施细则精神，切实克服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倡导新风正气，营造
欢乐、祥和、安宁的节日气氛。

中共中央组织部下发通知要求

在元旦春节期间开展走访慰问
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活动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
电（记者赵文君）国新办 25 日
举行市场主体登记注册改革发
展 40年新闻发布会，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副局长马正其在发布
会上介绍，改革开放 40 年来，

我国市场主体数量从改革开放初
期的 49 万户，增长到 2018 年 11
月底的1.09亿户，增长了222倍。

马正其说，商事制度改革释放
了我国经济蕴藏着的巨大潜力，有
力促进了营商环境优化。以个体私

营经济为例，1978年全国个体经营
者只有 14万人，私营企业在允许
登记后的 1989 年，总数不过 9.05
万户；随着市场准入环境的持续向
好，截至今年11月底，全国登记的
个体工商户达到7237.45万户、私

营企业3105.37万户，分别增长了
516倍和342倍。目前，个私企业占
到全国市场主体的 95%，贡献了
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
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解决了
近3.57亿人的就业问题。

据统计，近年来，在新设立企
业中，服务业企业大增，占到80%以
上。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新兴服务
业、“互联网+”快速发展，为新常态下
新旧动能转换提供了新的动力。截至
11月底，第三产业占比达到77%。

改革开放40年
我国市场主体数量增长222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