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杭州湾跨海大桥及主线治超站小修保养工程

已由宁波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甬交控[2019]36号批准建
设，招标人为宁波市杭州湾大桥发展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
自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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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项目概况：杭州湾跨海大桥北起嘉兴市海盐郑家埭，

跨越宽阔的杭州湾海域后止于宁波市慈溪水路湾，全长
36km。

2.2招标范围：2019～2022年度杭州湾跨海大桥小修保养
（包括对路基、路面、桥梁、公路附属设施、主线治超站等进行
小修保养，含联勤应急事故处理、桥下空间管理等工作。）

2.3工程造价：三年合计约3800万元。
2.4 本次招标养护期：2019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2.5工程质量：合格。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有省级及以上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颁发的公路养护三类甲级资质，并在人员组成结构、业
绩、履约信誉、财务等方面满足强制性资格条件要求。

3.2 业绩要求：投标人自 2014 年 1 月 1 日（以交（竣）工验
收日期为准）以来完成过年度养护费用在 700 万元以上（含
700 万元）的已通车运营的高速公路小修保养工程（不含新
建、改扩建、大中修、整治、提升等项目）（年度养护费用=合同
总价/合同约定养护期限，下同）。

3.3 项目经理要求：以项目经理（或项目副经理、项目总
工）身份自 2014 年 1 月 1 日（以交（竣）工验收日期为准）以来
完成过年度养护费用在 700万元以上（含 700万元）的已通车
运营的高速公路小修保养工程（不含新建、改扩建、大中修、整
治、提升等项目），具有公路工程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含延续
注册的临时建造师执业证书），具有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
并有有效期内的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
证书（B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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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

日16时。
3.7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经理无违法行为记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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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相关部门
的官方网站查询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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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ditchina.gov.cn查询有“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的，取消中标候
选人资格，本项目重新招标。

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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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截止开标日之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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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
宁波市交通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获得的施工企业信用
评级不得为C级及以下的。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9年5月28日到2019年6

月13日16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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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下载招标

文件的投标人其投标文件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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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于人民币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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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证金到账截止日期：2019年6月13日16时（北京时间，以资
金到账时间为准），咨询电话：0574－87187113（建设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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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采用招标文件提供的格式（格式详见招标文件附件），且应在
投标有效期后 30天内保持有效，招标人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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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保证金采用银行电汇或银行汇票形式的，必须
从投标人基本账户汇出；2、投标保证金采用银行保函形式的，银
行保函原件应装订在投标文件的正本之中；3、将投标人基本账
户开户许可证复印件（或由银行通过账户管理系统打印的《基本
存款账户信息》）编入投标文件中。

5.2退还时间详见第二章“投标人须知”（银行保函形式的不
予退还）。6.投标（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递交

6.1 投标（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6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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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和宁波日

报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杭州湾大桥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慈溪市庵东镇虹桥大道1号
联系人：肖龙
电话：15888580623
招标代理机构：宁波欣达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高新区菁华路188号B座509室
联系人：姜洁敏
电话：0574-87464363
传真：0574-8746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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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湾跨海大桥及主线治超站小修保养工程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为茗莲春晓二期前期物业服务项目，

招标人为宁波世联置业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
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茗莲春晓二期”住宅项目，位于高新区贵

驷街道，董民路南侧、耕渔路西侧、民联路北侧。总
用地面积 53127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18520.13 平方
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94141.91平方米，地下建筑面
积 24378.22 平方米。住宅建筑面积为 90671.37 平方
米，商铺建筑面积 1791.02平方米。物业经营用房建
筑面积 1233.62平方米，物业管理办公用房建筑面积
308.43 平方米，门卫 （消防、监控） 室建筑面积
54.98 平方米，配电房建筑面积 588.07 平方米，环网
站建筑面积73.36平方米，电信机房建筑面积37.87平
方米。地上机动车停车位 363 个，地下机动车位为
459 个，共计 822 个。小区住宅共有 6 栋，其中：1#
楼、2#楼、3#楼三幢为 11 层，4#楼、5#楼、6#楼
三幢为14层。小区共计电梯42部。共计住户867户。

2.2交付计划时间为2020年1月份。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营业执照经营范围须包含物业管理，并在人员、设
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服务能力。

3.2 业绩要求具有：截至报名时间，在宁波行政
区域内至少在管一个单项合同总建筑面积在 10 万平
方米及以上的住宅类物业管理业绩。业绩证明材料依
据:物业管理合同 （物业管理合同未经监管部门备案
盖章的，应提供项目物业管理监督机构出具的证
明）。以上述资料为准，未提供相应资料或资料不齐
全的或未能体现住宅类建筑面积的或未能体现项目所
在地域的或未能体现项目属性的或未能体现项目目前
在管的，该项业绩不予认可。

3.3 项目经理资格要求为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
证书 （须与学信网查询一致），并具有物业主管部门
出具的信用证明。

3.4 投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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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单位对投标申请人及其法
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失信信息进行现场查询(具
体以报名当天“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
cn 查询为准)，若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则否决其报
名。若在报名当天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无法查询且一
时无法恢复的，可在报名截止三天内对资格预审合格
的投标单位进行事后查询，如资格预审合格的投标单
位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则取消资格预审合格资格，若
合格投标人不足三家，则重新招标。

3.5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9年6月5日9时

至10时30分 （北京时间），在宁波国家高新区行政服
务大楼南楼728室领取招标文件。

领取招标文件时，需携带资料如下 （此时提交的

资料不作为开标时资格审查依据）：
（1） 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或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及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书原件；
（2）《投标申请表》 [一式二份并加盖公章，可由

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www.nbjs.gov.cn） 网
站上下载]；

（3） 附件 （均须提供原件和复印件，复印件与其
他投标申请资料一起依次装订成册，原件备查）：

■营业执照；
■拟派项目经理的身份证、学历证书 （须与学信

网查询一致）、简历 （无固定格式）、拟派项目经理的
信用证明 （由物业主管部门出具）、由投标人缴纳的近
三个月的养老保险缴纳证明 （统一要求为 2019 年 2
月、2019年3月、2019年4月）；

■投标人业绩证明材料 （含宁波行政区域内的物
业主管部门出具该项目目前仍在管的证明原件，无固
定格式）；

■外地物业服务企业进甬备案登记表 （企业注册
地非本市行政区域需提供）；

（4） 获招标人推荐直接入围参与投标的需提交招
标人出具的推荐书 （如有，原件）。

4.2经现场资格审查合格的投标申请单位需现场提
交壹万元整的投标保证金 （采用现金方式）。

5.资格审查
5.1资格审查合格的投标申请人多于五家时，如招

标人推荐一家，则在公证人员的公证下随机抽取四家
合格的投标申请人参与投标；如招标人不推荐，则在
公证人员的公证下随机抽取五家合格的投标申请人参
与投标；

5.2资格审查合格的投标申请人少于三家时，则重
新发布招标公告；资格审查合格的投标申请人为三家
至五家时，则全部入围参与投标。

6.投标文件的递交
6.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 2019年 6月 25日 9

时，地点为宁波高新区广贤路 997 号 （江南路与创苑
路交叉口） 行政服务中心南楼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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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公告的时间及媒介
发布公告的时间：2019年5月29日。
本次招标公告在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www.nbjs.gov.cn） 及宁波日报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代理人：宁波市镇海国泰工程建设投资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镇海区骆驼街道锦业街18号镇海大

厦10楼
联系人：傅作琪、石宗杰
电话：86279793、13777017071 传真：86279793
监管机构：宁波市高新区前期物业领导小组
联系人：钟老师 电话：89289024

2019年5月29日

茗莲春晓二期前期
物业服务项目招标公告

招生专业：中本一体化护理，中高职一体化护理、
助产，普通中专护理

报名办法：当地初中毕业学校填报第一志愿
招生对象：应届初中毕业女生

校址：诸暨市陶朱南路6号；中文网址：绍兴护士学校

绍兴护士学校2019年招生

咨询电话：0575-87015378、0575-87115155

因产权分隔困难，取消刊登在 2019年 5月

22日11版宁波日报上的关于江北投资创业中心

门户区长兴路以南 3#-5 地块项目 （晶海大

厦） 前期物业管理服务招标公告，该项目作为

单一产权开发，按照宁波前期物业管理招投标

办法，决定采用自行选聘物业公司提供前期物

业服务。

浙江晶海石化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江北投资创业中心门户区
长兴路以南3#-5地块项目（晶海大
厦）前期物业管理服务的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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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宁波球员周昊东代表中国
羽毛球队参加苏迪曼杯——世界羽毛
球混合团体锦标赛，夺得冠军奖杯之
后，他的教练、父母都非常高兴。

“他喜欢羽毛球，因为热爱，所以一
直坚持到现在。”昨日，周昊东的父
亲周海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周海生说，周昊东从小就喜欢羽
毛球，这一点完全是他自己的选择。

“只要他喜欢，我们做父母的肯定支
持他。”在镇安小学读书时，周昊东
就在校队训练。读一年级时，周昊东
代表学校参加全市羽毛球传统项目学

校比赛，被前来观赛的宁波体校教练
看中。“当时他人小，让他进体校我
们还有点犹豫。”周海生委托战友找
到了羽毛球名将林丹的启蒙教练陈伟
华，陈伟华看过周昊东的比赛后表
示：“如果他练羽毛球，打双打比较
合适。”

小学三年级，周昊东进了宁波体
校羽毛球队。做出这个决定很不容
易，因为除了周昊东的父母，其他家
人都反对——周家是读书人家，以前
除了周海生没人练过体育。“那时候
体校是吃住、学习和训练三集中，学
校条件也有限，周昊东能够得到父母
的支持，确实不容易。”周昊东的教

练陈东表示。
在宁波训练期间，周昊东的教练龙

文对他印象很好，他说：“周昊东很聪
明，身体结实，也特别想练，特别有上
进心。教练布置给他的训练任务，他都
能不打折扣地完成。双打项目要求反应
快、速度快，周昊东训练特别专注，执
行力很强。”

五年级时，周昊东前往八一羽毛球
队试训了 9 个月，没想到被退回来了，
这事对周昊东有一定打击。“我看他还
是很喜欢羽毛球的，就告诉他没有关
系。练羽毛球最差就是以后当体育老
师，让他去体校继续训练，同时读好
书。”周海生说。

2010 年，周昊东进入省队集训，
2013 年进入国青队集训，2016 年进国
家二队，参加青少年羽毛球比赛，先后
获得全国甲乙组冠军以及亚青赛、世青
赛双打冠军。

周昊东此次在苏迪曼杯比赛中获得
冠军，除了获得 7000 多奥运积分，对
自身的信心提升也很大。“接下来，周
昊东将参加一系列的奥运积分赛，本周
六他和国家队队友将赴澳大利亚参加比
赛。然后他回成都集训，准备参加 8月
的羽毛球世锦赛。”周海生介绍。

宁波市小球训练中心的龙文教练很
看好周昊东的奥运征程。“不出意外的话，
明年他参加东京奥运会的希望很大。”

苏迪曼杯冠军队成员周昊东

因为热爱，所以坚持

前天，2019 年海曙区中小学生舞蹈比赛在宁波大剧院举行。《冰雪奇
缘》《中国礼物》《新疆之恋》《苗妹妹》《英台初妆》 ……33所学校参加的
群舞比赛，不仅展现了少年儿童健康活泼、积极向上的思想情趣，还展现
了少年儿童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 （刘波 沙燚杉 摄）

海曙花蕾舞动大剧院

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通讯员姚栋） 前晚，“致敬祖
国”——中央音乐学院·延安5·23音乐节闭幕式在延安
大剧院精彩上演，宁波交响乐团艺术指导兼首席指挥、中
央音乐学院院长俞峰教授执棒宁波交响乐团闭幕式音乐
会，为音乐节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中央音乐学院·延安 5·23 音乐节”由中央音乐学
院倡议发起，由中央音乐学院、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
共延安市委、延安市政府共同举办。1942 年 5 月 23 日毛
泽东同志发表了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了纪
念历史，有关方面策划了这次音乐会。为期5天的音乐节
群星云集，中央音乐学院交响乐团、合唱团、民乐团以及
深圳交响乐团、福建省歌舞剧院等国内高水准的演出团体
纷纷亮相。整个音乐节精心安排了音乐会、大师课、讲
座、座谈会、音乐进校园等近 20 场活动，囊括了歌剧、
交响乐、民族室内乐、合唱、协奏曲等音乐形式。

而作为音乐节重头戏——闭幕式音乐会由宁波交响乐
团担纲。宁波交响乐团演奏了 《红旗颂》《白毛女组曲》

《红色娘子军组曲》等红色经典曲目。
据了解，在延安演出间隙，宁波交响乐团的团员们参

观了杨家岭革命旧址、枣园革命旧址、鲁迅艺术文学院
等。团员们感叹：“真的很难想象老一辈的艺术家们在炮
火纷飞、艰苦卓绝的战乱年代还能创作出那么多优秀的作
品，这必将激励我们在今后的艺术生活中，把更多优秀的
音乐作品，奉献给广大听众。”

据悉，宁波交响乐团还在黄河边的壶口瀑布，开展了
一次音乐快闪活动。面对咆哮的黄河，歌唱《我和我的祖
国》，用音乐向延安、向黄河、向祖国致敬。

宁波交响乐团
延安音乐节压轴演出

本报讯（记者陈朝霞 通讯员张
立） 昨天上午，由海曙区政协主办的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人民政协成立
70 周年“砥砺奋进·同心同行——
宁波籍暨甬上名家作品展”在宁波
美术馆开幕，展出 70 位当代甬籍书
画家和海曙区书画院画师的100余幅
精品力作，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
盛宴。

据策展人、宁波月湖美术馆馆长
徐伟介绍，广大宁波籍和甬上书画
名家创作了大量珍贵的墨宝画作，
这次展览可谓宁波当代书画艺术家

的“大聚会”。展出的作品中，有著名
书法家沙孟海与沙更世，陈祖范与陈
振濂，著名工笔人物画家华三川与华
其敏等父子书画家的作品；有周节之
与周律之，沈元魁与沈元发等兄弟书画
家的作品等。

今年是甬上书画名家凌近仁先生诞
生 110周年，展览中，月湖美术馆馆藏
的凌先生 75 岁时在宁波所作的 《四时
长春图》首次亮相。

作品展将在宁波美术馆 4号厅展出
至 6 月 5 日，此后还将在月湖美术馆和
海曙区书画院展出。

宁波籍暨甬上名家作品展开幕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陈一
鸣） 近日，中国港口博物馆征集到一
块由《三字经》作者、南宋大儒王应
麟填讳的“关氏墓志铭”。

此碑为梅园石质，高 110 厘米，
宽 67 厘米，厚 10 厘米。志文正书，
共17行611字，第一行有四字损坏，落
款有一字损、一字缺。从碑文上可以

看出此碑由王应麟书丹，书于元贞元年
十一月之后，那时他已经73岁。

王应麟填讳的“关氏墓志铭”中，
志主为四明史氏史珌卿夫人关氏。史珌
卿以父史岩之 （宰相史嵩之的弟弟） 泽
荫补入仕，十年而卒。南宋亡后，史珌
卿的妻子关氏带着独子史益伯避难临
海，孤苦无依，历经艰难。

港博征集到王应麟书写墓志铭

前天，宁波市千
峰越窑青瓷博物馆的
新馆在鄞州区天宫庄
园举行开馆仪式，近
1000 件 精 美 藏 品 正
式亮相。据了解，这
些藏品于 2015 年曾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展
出。
（林海 吴大庆 摄）

这些藏品曾亮相北京故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