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明珠路-新晖南路打通及道路改造项目已由宁

波国家高新区经济发展局以甬高新经（2019）5号批准建设，项
目业主为宁波国家高新区（新材料科技城）公共项目建设中心

（宁波国家高新区建设房产监察大队），招标人为宁波国家高新
区（新材料科技城）公共项目建设中心（宁波国家高新区建设房
产监察大队）,招标代理人为宁波德信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建设
资金来自高新区财政安排，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项目已具备
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勘察设计进行公开招标。项目已具备
下列条件：

□经审批部门同意的项目建议书或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

■经审批部门核准或备案的项目确认书。
□具有土地管理部门颁发的土地使用证。
□具有规划管理部门确定的项目建设地点、规划控制条件

和用地红线图。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东起院士路，西至明珠路。
建设规模：明珠路-新晖南路打通及道路改造项目拟将新

晖南路东西向平交打通，新晖南路和明珠路双向四车道改造，
新晖南路同步配套电力管等。改造道路长度约 1328米，道路横
断面宽度为24米。

项目总投资：约5794万元。
设计概算：建安工程限额设计5000万元。
设计周期：总周期：60日历天，其中：方案设计（含优化）：20

日历天；勘察：10日历天（与方案设计优化、初步设计同步）；初
步（含扩大初步、设计概算等）设计：15日历天；施工图设计：25
日历天。

招标类型及范围：
□勘察方案招标。
□概念性方案设计招标。
■实施性方案设计招标，包括：方案设计（含优化）；勘察设

计；初步（含扩大初步、设计概算等）设计；施工图设计。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资格要求：
3.1.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

照，且具备①市政行业（道路工程）专业设计丙级及以上资质或
市政行业设计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②市
政行业（桥梁工程）专业设计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市政行业设计
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③岩土工程勘察类
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工程勘察综合甲级资质，或具备上述①、②、

③资质组成的联合体；
3.1.2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各方）在宁波市建筑

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系统”）中具有 C 级及以上
勘察设计信用等级（以开标之日所在季度的系统提供的信息为
准）；

3.1.3投标人须在系统录入信息的，其相关内容在投标截止
时间前已经该系统审核通过；

3.1.4企业注册地在浙江省行政区域以外的投标人，须通过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备案登记。

3.2投标人拟派主设计师、勘察负责人的资格要求：
3.2.1主设计师执业资格：市政类专业工程师及以上（须提

供 2018年 10月、11月、12月的养老保险缴纳证明，养老保险缴
纳单位须与投标人一致）；

3.2.2勘察负责人资格要求：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
3.2.3拟派主设计师、勘察负责人须在系统录入信息，其相

关内容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已经该系统审核通过。
3.3 其他要求：资格后审合格的投标人均入围参加本项目

的投标。
3.4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应满足下列要

求：联合体成员不超过2家（含联合体牵头人）；联合体牵头人应
具备市政行业（道路工程）专业设计丙级及以上资质或市政行
业设计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并负责拟派
主设计师。

3.5 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各方）及拟派主设计
师、勘察负责人无不良行为记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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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各方）及其法定代表
人、拟派主设计师、勘察负责人不得为失信被执行人。投标人应
按招标文件专用条款规定的格式提供承诺书，产生中标候选人
后，招标代理人将对中标候选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设计师、勘
察负责人相关信息查询，若存在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的，将取消
中标资格并重新组织招标（失信信息查询以“信用中国”www.
creditchina.gov.cn网站查询为准）。

４、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9 年 1 月 25 日到 2019 年 2

月 15 日 16 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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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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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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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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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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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详见4.1
条款）发布，不另行提供纸质版补充文件，如有遗漏，责任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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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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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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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条款）“业务公开——资料下载”栏目（咨询电话：0574-
87187975、0574-87187966）。

4.7 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机构联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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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担保
5.1金额：20000（元）
形式①：银行电汇或银行汇票直接缴入以下账户。

温馨提示：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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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投标保证金必须从投标人基本账户转出；
2、投标保证金银行到账回单复印件和投标人基本账户开

户许可证复印件必须编入资格审查申请文件中；

3、请勿使用“宁波同城实时清算系统”转账方式交纳投标保证
金（采用网上银行交纳投标保证金的，请选择“异地”）。若使用“宁波
同城实时清算系统”转账方式交纳，投标保证金可能会被银行退回
或拒收，由此产生的一切不良后果由投标人承担。

形式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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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式③：银行保函
银行保函应由宁波大市范围内的银行出具，银行保函需采用招

标文件专用条款提供的格式。
保险保单或银行保函原件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提交给招标（代

理）人。
5.2 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2019 年 2 月 15 日 16 时（北京时间，以

资金到账时间或保险保单、银行保函出具时间为准）。咨询电话：
0574-87208290、18805842062（建设银行）；0574-87011318、0574-
87011280（宁波市建设工程综合保险服务中心）；0574-87861127（中
国银行）。

5.3退还：未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在中标公示期间无异议的，在
招标代理申请退还后 3日内办理；中标人退还投标保证金需提交已
签订的合同至招标代理单位，并在招标代理申请退还后3日内办理；
保险保单或银行保函形式的不予退还；具体事宜请与招标代理机构
联系。

6、投标文件的递交
6.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2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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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宁波高新区广贤
路997号行政服务中心南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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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公告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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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条款）、宁波日报上发
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国家高新区（新材料科技城）公共项目建设中心

（宁波国家高新区建设房产监察大队）
联系人：俞经理
联系电话：0574-87913783
招标代理人：宁波德信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姚隘路796号东城国际5楼504室
联系人：范丁辉、黄银耀；
联系电话：13867856383、0574-27831578

明珠路-新晖南路打通及道路改造项目勘察设计招标公告

标段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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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元整)

20000

形式

银行缴纳

收款人
宁波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投标保证金专户

开户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国家高新区支行

银行账号

3315019851360000082600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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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正伟 通讯员
余斌华） 近日，宁波市再担保有限
公司与慈溪汇丰担保公司、慈溪
正大担保公司、宁波市渔业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对 3
家机构的再担保业务提供 40%的
风险分担。这是市再担保体系首
次吸纳民营担保公司，政府“有
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合
力帮助小微企业的政策性融资格
局正式形成。

近年来，民营担保公司与小微
企业、“三农”联系紧密，其融资

担保业务占全市融资担保业务的
近一半，其中不乏业务发展好、
风控能力强、历年代偿率低的佼
佼者。去年下半年，根据市委、
市政府推进企业降本减负、促进
民 营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决 策 部
署，我市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进
行全面重构，开始吸纳信用等级
BBB 及以上的民营担保机构共同
开展政策性融资担保业务，共同帮
助小微企业和“三农”解决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

“以往要独自承担所有风险，

现在有了市再担保有限公司兜底，
压力减轻了。”加入市再担保体
系，让宁波市渔业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总经理陈宁吃下了“定心丸”。
她说，今年公司将在捕捞渔船、休
闲渔船信用贷款等传统业务基础上
扩大经营范围，服务好 4000 多户
渔民的融资需求。

据悉，民营担保公司加入市
再担保体系后，将与国有担保机
构共享平台、政策，它们为我市
小微企业、“三农”等市场主体提
供的融资担保项目，将由市再担

保公司承担 40%风险，合作银行
承担 20%风险。市再担保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黄福辉说，今
后还将通过再担保增信、分险，
进一步帮助民营担保机构改变资
信能力不足的现状，更好地为小
微企业、“三农”、创业创新主体
以及符合条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项目提供融资服务。

市再担保有限公司自 2016 年
设立以来，已为全市小微企业和

“三农”提供 2266 笔再担保业务，
行业授信额度近120亿元。

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增添“无形之手”

民营担保公司首次加入市再担保体系

本报讯 原中国石油化工总
公司镇海石油化工总厂保卫处正
科级协理员、离休干部郝春耀同
志 （原行政 16级，享受县副处级
政治、生活待遇） 因病医治无
效，于 2018 年 12 月 29 日在宁波
市李惠利医院逝世，享年89岁。

郝春耀同志籍贯山东招远，
1929 年 7 月出生，1947 年 2 月参
加革命，1947年 10月加入中国共
产 党 。 1947 年 2 月 至 1967 年 1
月，历任山东省招远县公安局战
士，胶东 5 师 15 团战士，华东野
战军 13纵队 37师 111团特兵队通
讯员、团机关警卫员，31军91师
271团保卫干事，华东新兵训练 7

团 3 营 9 连排长，31 军 91 师 272
团副指导员、指导员、团司令部
协理员、炮 371 团政治处保卫干
事，中央政治干校学员，31军 91
师 271 团保卫股干事；1967 年 1
月至 1975 年 4 月，历任福建省龙
海县公检法军管会主任，福建省
生产建设兵团 2 师营教导员、独
立营政委、24 团政治处副主任；
1975年4月至1978年10月，任31
军91师21团政治处副主任；1978
年 10月至 1989年 8月，历任原浙
江炼油厂技校校长、党支部书
记、人武部副部长，原镇海石油
化工总厂保卫处正科级协理员；
1989年8月离休。

郝春耀同志逝世

本报讯（记者余建文 通讯员
陈群力）“盼了一年的工资，总算
拿到手了。非常感谢法院，现在能
安心过年了。”奉化的竺女士拿着
厚厚的一沓钱，脸上满是喜悦。25
日下午，奉化区人民法院在成功拍
卖停产企业厂房及设备材料后，优
先为 34 名工人发放 160 多万元工
资，确保他们能过个欢乐祥和的春
节。

2018 年年初，萧王庙街道某
食品公司因经营不当、资金链断裂
导致停产，拖欠厂里 34 名工人工
资 160多万元。经工人申请，江口
人民法庭立即启动调解程序，确认
这笔被拖欠的工资。

奉化法院执行局立案受理后，
立即对经营者名下厂房、机器设备
等资产归属进行调查，并快速启动
司法拍卖程序。去年 12 月，厂房
设 备 等 顺 利 拍 卖 ， 成 交 金 额 为
1200多万元。该款于今年1月中旬
进入法院执行款专户。奉化法院立
即开启“绿色通道”，积极与抵押
银行协调，并在萧王庙街道的配合
下，把拖欠的 160多万元工资以现
金方式足额、及时发放给 34 名工
人。

34名工人拿到
160多万元被拖欠工资

记 者 朱军备
通讯员 童诗涵

昨晚的鄞州瞻岐镇充满了节日
喜庆氛围。千百盏象征美好祈愿的
花灯放入河中，镇中心的东港横河
以及东一村、嵩一村、方桥村等村
中的河道流光溢彩，河边人头攒
动、热闹非凡，渲染出一个夜色
如水的梦幻世界。83 岁的谢振川
老人说，自己做灯几十年了，像
这样大规模的放灯活动还是头一
次看到。

让谢振川感到自豪的是，瞻岐
的元宵走灯巡游越来越出名。瞻岐
自古就有闹元宵传统，当地百姓农
历正月十三上灯，正月十四、十五
拜祭溪坑姑娘、井潭姑娘，摇毛
竹，赶老鼠，正月十五闹元宵、吃
汤圆，直至正月十八落灯，内容十

分丰富。过元宵习俗，成了瞻岐一
种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
历经岁月洗涤而保留至今。

近几年，在闹元宵的基础上，
瞻岐又开始组织举办元宵文化节活
动。元宵文化节包括广场汇演、巡
街走灯、灯展灯谜等。而今年的活
动更是提前了。

昨天晚上 6 时，千百盏河灯顺
流而下，点亮了瞻岐镇东港横河，
传统的“放河灯”习俗重现。不少
特地从中心城区赶来的市民携老带
幼，在底座上放灯盏，投于河道之
中任其漂泛，并许下新年的美好祝
愿。

据悉，点灯放灯仪式后，一年
一度的大嵩赶大集也将在明天开
市，“体味瞻岐·四明赛灯”“回味
瞻岐·古邑走灯”则将在年后元宵
节掀起高潮。

瞻岐镇昨晚河灯如华

图为“放河灯”现场。 （胡龙召 摄）

右图为工人正在领取被拖欠的
工资。

（陈群力 摄）

本报讯 （记者陈敏 通讯员
陈琼） 在公共场合需给孩子哺
乳，却不知道哪里设有母婴室，
这是很多宝妈曾遇到的尴尬事。
现在，宁波的宝妈们将不再经历
这样的尴尬。

2017年 12月，宁波市卫健委
联合市文明办等 14家单位联合下
发了《关于加强母婴设施建设的指
导意见》，在全市公共场所积极推
进母婴设施建设工作。目前，全市
已建成 240 多个母婴室，遍布公

园、机场、车站、客运码头、医疗机
构、大型商场等公共场所。

为提高母婴设施的使用率和
母乳喂养率，市卫健委近日与
百度地图开展合作，加入“全国
母婴室地图”计划。打开百度地
图 App，依次点击“图层”“生活便
民地图”“母婴室地图”，或者在
首页“搜索栏”直接语音或文字
输入“母婴室”，即可看到您周
边 的 母 婴 室 定 位 图 和 详 细 地
址，并为您精准指引方位。

宁波240多个母婴室
可以用百度查找

本报讯 （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陈志明 张雯雯） 记者近日从
北仑区获悉，白峰外峙岛跨海浮
桥工程宣告全线合龙贯通。

据介绍，外峙岛位于北仑城
区东偏南 17.8 公 里 ， 岛 屿 面 积
1.41 平方公里，是北仑目前为数
不多的拥有盐场等海洋资源的
岛屿。外峙岛有 6 个自然村，村
民上千人，现有常住居民 500 多
人。

当地村民告诉笔者，长期以

来，每天早上5时到晚上8时都有
渡轮往来，每隔半小时一班，村
民出行不用交钱，外来游客也只
需每人1元。

据悉，外峙岛跨海浮桥工程
位于白峰港口村，外峙岛东南
侧。该工程总投资 1250万元，于
去年 3 月开工，浮桥长约 166 米，
呈“一”字形布置。跨海浮桥的
建成，将结束外峙岛村民依靠摆
渡出行的历史，外峙渡撤渡正式
进入倒计时。

外峙岛跨海浮桥合龙贯通

本报讯 （记者余建文 通讯
员李婷婷） 日前，奉化区政府与
宁波航天鸿源控股有限公司正式
签订冰雪体育小镇项目投资框架
协议，打造集滑雪滑冰、体育运
动项目、休闲娱乐为一体的旅游
度假营地。

据悉，冰雪体育小镇项目选
址于“草莓之乡”尚田镇，总投
资 20 亿元左右，初步规划建设
用地约 270 亩。该项目计划今年

启动建设，开发周期约两年，包
括建设 4.6 万平方米的室内滑雪
场 、 2 万 平 方 米 的 室 内 水 上 乐
园、可作为国家级培训基地的
8000 平方米冰球馆以及航天科普
等设施。

根据协议约定，投资方宁波
航天鸿源控股公司将与战略合作
伙伴北京卡宾滑雪体育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共同实施综合体项目的
开发、运营。

奉化将开建冰雪体育小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