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提单一份，船名/航
次 ： CMA CGM KER-
GUELEN 0FL2HW1，提单号:
AMIGL180665043A，箱 封 号 ：
CSLU6111410/10849523，签单
日期：2018-12-28，声明作废。
宁波金鼎紧固件有限公司

遗失提 单 1 套 ， 船 名 航
次 ： CMA CGM AN-
DROMEDA OME27W1， 提
单号：COSU6184492930，箱
号CSNU1324030，声明作废。

众人国际有限公司
遗失 1 份提单，船名航次

HYUNDAI HOPE 029W，提单
号 HDMUNXSG1523867N，声
明作废。宁波德睿壳体有限公司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号
码：F3310111904，声明作废。

李孜涵

遗失通用手工发票 （三联
千元版），号码：01898151-
01898175，声明作废。

宁波市镇海恒康药店
遗失增值税发票 1 份，发

票号00925881，声明作废。
泮孝琰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1 本，
证号0330213345，声明作废。

吴庭丞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J330121481，声明作废。
许依瑄

注销公告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公司，

同时成立清算组，并按照有关

部门规定办理相关手续，特此

公告。宁波中科天一计算机有

限公司

注销公告

经股东决定，本公司决定

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并

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手

续，特此公告。宁波市鄞州春

林纺织品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经全体合伙人决议，本合

伙企业决定注销，同时成立清

算小组，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

商注销手续，特此公告。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龙骥股权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销公告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

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手

续，特此公告。

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分

南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将注

册资本由 100 万元人民币减到

70万元人民币，并按有关规定办

理工商减资手续，特此公告。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苏格

工具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经股东决定，本公司决定

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并

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手

续，特此公告。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阿睿

祥照明设备有限公司

遗失启事

公告启事

接待处接待处：：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901901号号 电话电话：：8768219387682193
时间时间：：周一至周五周一至周五 上午上午９９0000——11110000 下午下午220000——550000

微信号微信号NBRBXXGCNBRBXXGC

永寿发行站 永寿街8号 87103796 丽园发行站 薛家南路88弄20号 88185893
民安发行站 民安路248号 87373235 宋诏桥发行站 宋诏桥路83号-4 87842289
春晓发行站 育兴街27号 87929465 高新发行站 海棠路94号 87912229
江北发行站 生宝路70号 87676005 洪塘发行站 洪塘中路22号 87591475
鄞东发行站 四明中路93号 88117061 鄞西发行站 鄞县大道西段834号 88254798

下列日报下列日报发行部发行部均可受理均可受理

１.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市残疾人康复中心（宁波市康复医院）

扩建工程精装修项目已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
改审批〔2016〕537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宁波市康复医院，
建设资金来自一般公共预算资金和财力资金共同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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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公开招标。

２.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本项目位于鄞州区福明街道宁波市残疾人康

复中心（宁波市康复医院）。
规模：本项目为原址扩建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29762.5平

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 25649.5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约
4113平方米。

项目总投资：25000万元。
招标控制价：1946.3160万元。
计划工期：150日历天。
招标范围：本项目施工图纸及清单范围内的施工专业承

包工程。
标段划分：1个标段。
质量要求：符合国家、浙江省、宁波市验收规范（从高）一

次性验收合格标准，并配合总包单位确保获得“甬江杯”，争
创“钱江杯”。

安全要求：合格，并配合总包单位达到“宁波市建筑安全
文明施工标准化工地”要求。

３.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资格要求：
3.1.1投标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
3.1.2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备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

承包贰级及以上资质或具备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与施工
壹级资质（资质证书须在有效期内），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
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1.3投标人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以下
简称“系统”）中有施工信用等级的，不得被评价为D级（以开
标之日所在季度的系统提供的信息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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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投标人须在系统录入信息的，相关内容应在该系统

中审核通过。
3.1.6人工工资担保须在系统中显示：①已在宁波市行政区域内审核通过（适用于企业注册地

为宁波大市范围内的投标人）；②已在宁波市海曙、江北、鄞州任一一区审核通过（适用
于企业注册地为宁波大市范围外的投标人）；

3.2投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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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级及以上

（含临时建造师，临时建造师年龄需在 60周岁以下），注册专
业建筑工程，同时还须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安
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

3.2.2拟派项目经理须在系统录入信息的，相关内容应在
系统中审核通过。

3.2.3 投标人及拟派项目经理不得被列入尚在公示期内
的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黑名单”（以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网站查询结果为准）；

3.2.4拟派项目经理要求无在建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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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要求：在建筑市场活动中不得存在弄虚作假的行
为。

3.4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5各投标人均可就上述标段中的1个标段投标。
3.6投标人要求澄清招标文件的截止时间：2019年2月15

日16:00。
3.7投标人、法定代表人及其拟派项目经理不得为失信被

执行人。预中标候选人公示前，招标代理人对预中标候选人
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失信信息进行查询（具体以
预中标候选人公示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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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人重新组织招标。

４.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9年 2月 1日到 2019年 2
月 20 日 16:00（以下载时间为准），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网站（http://www.bidding.gov.cn）下载招标文件。

4.2招标文件下载费用300元。
4.3如有补充的招标文件请关注本网站，自行下载，不另

行提供纸质版补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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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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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投标保证金
5.1金额：人民币300000元整，可采用以下任何一种形式

缴纳
形式①：银行电汇直接缴入以下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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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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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保证金到账截止日期：2019年2月20日16时00分（北

京时间，以资金到账时间或保险保单或银行保函出具时间为
准）。退还时间详见本章“投标人须知”第3.6.3条款（保险保单
形 式 或 银 行 保 函 形 式 的 不 予 退 还），咨 询 电 话 ：0574 －
87187113（建设银行）；0574-87011318、0574-87011280（宁波
市建设工程综合保险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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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日 9时 30

分，地点为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宁波市宁穿路 1901号市行
政服务中心四楼）（具体受理场所详见当日公告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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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本项目为网上招投标项目，电子档文件须在投标文件
截止时间前上传至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网上交易暨电子监
察 系 统（http://ggzy.bidding.gov.cn:60822/t9/login.jsp），否 则
其投标将被拒绝。投标人须在参加开标会议时携带单位IC卡
和“电子密钥”。

6.4 投标人可提交备份的电子档投标文件，光盘或 U 盘
形式均可，提交备份的电子档投标文件应独立包封，并在包
封上正确标明招标工程名称、投标人名称等内容，在投标截
止时间前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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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宁波网（www.cnnb.com.cn）及宁
波日报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康复医院
招标代理机构：宁波市斯正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宁穿路566号创意三厂3#楼2楼
联系人：胡旭昂
电话：0574-87565555-9830、13567404133
传真：87158610

宁波市残疾人康复中心（宁波市康复医院）扩建工程精装修项目招标公告

标段号

001

金额
(元整)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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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0198367105
0500863-1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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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王岚
通讯员 干亚萍 方舟

昨天，当很多企业陆续节后开
工时，位于江北工业园的宁波铭匠
扎啤设备有限公司已连续生产 48
小时了。从正月初五开始，这家企
业每天下线近 5000 只不锈钢啤酒
桶，3月底前将完成26万只酒桶的
交货任务。

今年 30 岁的河南籍小伙子魏
进，是该公司的一名焊工。今年

春节他没有回老家，而是将家人
接到宁波来住。“正月初五工厂就
要开工，很多人没回老家，怕耽
误工作。”他告诉记者，从 2010
年进厂工作起，老板给企业和所
有员工定下努力目标：做到世界
最好。“企业一年比一年好，现在
产量已经是世界第二了。我也在
不断提升技术水平，已经在考高
级焊工了。”胸牌上显示为“组
长 ” 的 魏 进 ， 说 起 这 些 年 的 进
步，一脸自豪。

宁波铭匠扎啤设备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06 年，主要从事扎啤设
备、不锈钢啤酒桶及其配套零件
的研发、制造与销售，其位于江
北工业园的厂区于 2010 年建成投

产 ， 主 产 不 锈 钢 啤 酒 桶 ， 与 百
威、英博、嘉士伯、喜力等国际
品牌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铭匠公司的车间里，机声隆
隆，304 号不锈钢原材料下料，经
过拉伸、提手圈铸造、流水线焊接
等各环节，成品一个个下线；厂区
里，等待发往英国、德国、巴西、
印度等世界各地的各规格酒桶已经
码得一人多高，占据了过道的两
边。“因为冬季是出货旺季，所以
工人三班倒 24 小时生产不停歇。”
行政主管武肖鹏说。

据武肖鹏介绍，企业一线员工
都是外地人，正月初五返岗的超
过 90%，人员稳定性非常高。企
业 生 产 的 不 锈 钢 啤 酒 桶 全 部 外

销，“去年我们生产了 120 万只啤
酒桶，实现产值 4.9 亿元，目前全
球每三个不锈钢啤酒桶中就有一
个是我们制造的。”他说，企业今
年的产量将进一步上升，总量超
过 200万只。

记者了解到，公司于 2008 年
引入 TPS——丰田管理模式，是
迄今为止国内同行中唯一实行该
管理模式的企业，被客户称赞为

“欧洲式工厂”。公司还致力于不
锈钢扎啤设备的生产与研发，技
术部门不断改进研发焊接设备，
提高焊接质量效率，其自主研发
的专门用于啤酒不锈钢桶桶身印
刷的机器还成为国外啤酒商竞相
采购的设备。

全球不锈钢啤酒桶三分之一江北造

民企逐梦2019

本报讯 （记者黄合 通讯员
李平 实习生麻慧琳）“赤诚一片
最忠贞，赴火蹈汤早许心。粉骨
碎 身 何 足 惜 ， 坠 楼 惊 醒 万 民
魂。”日前，在位于江北区的应
修人故居，80 岁的“五老”志愿
者胡兆能站在汪静之的 《应修人
烈士赞》 前，为社区青少年上了
一堂关于传承“红船精神”的公
益课。

作为江北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常务理事兼慈城小组组长，胡兆
能从教育系统退休后就一直穿行
于慈城的各个村庄，走访各处抗
战遗迹，探访众多亲历或知情的
老人，手写笔记数万字，为揭示
日军罪行、反映江北军民英勇抗
敌的事迹收集了宝贵资料。

自去年 3 月宁波市关工委启
动“弘扬红船精神、争当时代新
人”主题教育活动以来，我市共
有1.6万人次“五老”志愿者参与
此次活动，累计开展各类教育活

动 4372 场次，受教育青少年 123
万余人次。

“我们以党史国史为主要教
材，以改革开放史为基本教材，
以当地历史文化为辅助教材，充
分利用宁波的孝德文化教育、王
阳明‘知行合一’思想教育、‘宁
波帮’的优秀文化，引导青少年
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理想信
念，当好‘红船精神’的忠实守
护者、坚定传承者、自觉践行
者。”宁波市关工委相关负责人如
是说。

举行一次演讲比赛、开展一次
征文活动、阅读一本红色经典、观
看一部红色影片……据不完全统
计，2018 年围绕“红船精神”主题，
我市有 2800多位离退休教师担任
青少年读书活动的辅导员，深入
675 所学校开展主题教育读书和
征文比赛活动，参加的中小学生有
50 多万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
色文化教育品牌。

在青少年心里播下红色文化的种子

1.6万人次“五老”志愿者
弘扬“红船精神”

昨天上午，慈溪中学部分高一学生来到慈溪市供电局参观钱海军志
愿服务中心、劳模创建工作室，参加“悟劳模精神，做新时代的追梦
人”社会实践活动。图为学生们正在听全国劳模钱海军 （左一） 讲述为
民志愿服务的故事。 （林松根 严龙 摄）

听劳模讲故事

【上接第1版①】

突出重点，增强监督
工作实效

2018 年，市人大常委会的监
督工作力度大、效果好，对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实施“闭环”监督就是
其中一个典型范例。

去年 10 月 26 日，市十五届人
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对市政府研
究处理贯彻实施《宁波市大气污染
防治条例》审议意见情况进行满意
度测评，标志着市人大常委会对大
气污染防治工作监督实现“闭环”。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市
人大常委会突出食品安全监督主
线，创设了“十步法”，即按照

“听”“访”“谈”“征”“查”“单”
“审”“表”“评”“函”等十环节工
作方法，推进人大监督往深处、往
实处发展。近年来，全市食品安全
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监督工作关键在于实效。2018
年，市人大常委会认真贯彻宪法和
监督法，坚持问题导向，围绕全市
工作大局和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重
大问题开展监督，坚持正确监督、
有效监督，注重监督与支持相结
合，有效推进依法行政、公正司
法。

市人大常委会增强监督实效，
促进法律法规有效实施、地方国家
权力规范运行。聚焦推动高质量发
展，依法开展对“十三五”规划中
期评估、产业转型升级、创新驱动
发展的监督；聚焦保障人民权益，
开展对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的执
法检查、专项审议和专题询问；聚
焦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开展对知识
产权司法保护的监督；聚焦促进城
市可持续发展，对环境治理、土地
利用、规划管理开展监督；聚焦助

推财政规范高效运行，对预算执
行、审计整改、债务管理开展监督
……全年监督工作显得十分“饱
满”，而且富有成效。

其中，许多监督工作属创新之
举：首次听取和审议国有资产管
理情况报告；首次实施生态环境
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
告制度；首次单独听取和审议审
计反映问题整改情况报告；首次
委托主任会议开展全口径政府性
债务管理监督；首次在市级层面
跟踪监督民生实事项目实施等工
作，进一步拓展了监督领域，提
升了监督实效。

依法决定，有力支撑
改革发展

在去年全国两会的“代表通
道”上，全国人大代表余红艺向中
外媒体介绍了发轫于我市宁海的

“政府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
制”相关情况，引起社会高度关
注。

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
是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创新。
去年，实现票决制工作市县乡三级
全覆盖。

在市本级层面，市十五届人大
三次会议上全体市人大代表票决出
10 个民生实事项目。为推进项目
落实，市人大常委会成立 10 个项
目监督组，由常委会领导牵头、相
关专委会组织、代表中心组参与，
开展季度监督、年度评估，进行满
意度测评。

此外，市人大常委会还出台了
街道民生实事项目代表会商制指导
意见，全市已有 68 个街道开展了
民生实事项目代表会商工作。

市委号召，人大响应。市人大
常委会依法推进重大事项决定工

作，围绕市委决策部署，作出《关
于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高水平建
设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提出
坚持规划先行、加快改革创新、突
出产业振兴、完善治理体系、推进
富民强村、凝聚各方合力等 6方面
重点要求，为我市在更高水平实现
农村美丽、农业发展和农民富裕提
供制度保障。

市人大常委会还作出了《关于
进一步加强行政审判工作的决定》

《关于市政府机构改革涉及市的地
方性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调整
问题决定》等，保障相关工作和改
革在法治轨道上有序推进。

市人大常委会认真做好人事任
免工作。坚持党管干部和人大依法
任免相统一，确保党委推荐的人选
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地方国家机关领
导人员。修改完善人事任免办法，
进一步提升工作规范化水平。一年
来，共依法任免地方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88人次。

强化保障，充分发挥
代表作用

作为闭会期间代表履职的重要
平台，代表联络站是代表联系群众
的重要渠道。为进一步拓宽代表闭
会期间活动途径，市人大常委会深
入推进代表联络站“四化”建设，
即硬件标准化、制度规范化、活动
常态化和联络信息化建设。

去年 10 月 30 日，由市人大常
委会代表工委会同市质量监督局、
市标准化研究院共同编制的我市人
大代表联络站工作标准——《人大
代表联络站基本规范》 正式发布，
这是人大代表联络站工作全国首个
地方标准。

目前，全市已有 102个代表联
络站实现硬件标准化、制度规范

化、活动常态化和联络信息化。
“市人大常委会坚持代表主体

地位，创新工作机制、丰富活动平
台、完善履职规范，进一步推动发
挥代表在参与管理地方国家事务中
的重要作用。”市人大常委会研究
室负责人说。

加强议案建议督办，激发代表
履职活力。市人大常委会深化代表
议案处理和建议办理工作。市十五
届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 2件
代表议案，已转化为相关立法和决
定成果。去年，代表提出的 597件
建议已全部办理答复，促成问题解
决或基本解决的有 329件，占比达
55.11%，创历史新高。

在审议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的基
础上，市人大常委会对市综合行政
执法局等单位建议办理工作实施满
意度测评，进一步推动建议落实、
问题解决。

市人大常委会还进一步丰富代
表履职形式，集中开展“代表活动
月”活动，组织全市五级代表开展
集中视察调研 257次，召开重要情
况通报会 90 场。深化代表专业小
组建设，建成覆盖各工作领域的
13 个代表专业小组，在军民融合
科技创新、旅游经济等监督工作中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紧接第1版②】 持续助推城市品
质提升；主动聚焦人民美好生活，
坚持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置，把
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做好健全
机制、搭建平台、开展活动等工
作，广泛增进团结合作；深入推进
自身建设，不断增强各级政协组织
和广大政协委员履职本领。事实证
明，人民政协在协调关系、汇聚力
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等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

2019 年是新中国和中国政协
成立 70 周年，是我市高水平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也是
推进“六争攻坚”、实现“三年攀

高”的关键一年。历史画卷在奋
斗追梦中舒展，时代华章在砥砺
前行中续篇。新的一年，市政协
要牢牢把握新时代人民政协新方
位新使命，聚焦“八八战略”再
深化、改革开放再出发主题，围
绕 推 动 宁 波 走 在 高 质 量 发 展 前
列，同频共振、担当作为，切实
发挥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
商机构作用，努力画出最大同心
圆、形成最大向心力，为深入推
进“六争攻坚”行动、加快建设

“名城名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为推动人民政协制度更加成熟更
加定型、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作出新的更大努力。
我们相信，出席会议的政协委

员，一定会牢记使命、脚踏实地，
建睿智之言、聚发展之力，以高度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始终保持奋斗
者的姿态和干劲，携手同绘宁波改
革开放再出发的新画卷。让我们紧
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
共中央周围，在中共宁波市委的坚
强领导下，在追梦的赛道上，凝聚
起同心同德的强大力量，为我市高
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奋
斗，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和人民
政协成立70周年。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