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 2019 年 S311 象西线宁海段（K66+361-K67+

429）路面大修工程已由宁波市公路管理局以甬公养[2019]6号文
件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宁海县深甽镇人民政府，建设资金来自
市补助与县自筹，项目出资比例为100%。项目已具备施工招标条
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本次招标实行资格后审。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工程地点：宁海县深甽镇境内
建设规模：道路全长 1.068KM，工程内容包括原有路面及基

层拆除、新建沥青路面、排水沟、砌筑井排水管铺设及标志标牌
安装等工程。

总投资（万元）：803.6658
工程造价：700.5273万元
计划工期：施工工期为3个月，缺陷责任期12个月
招标范围：（1）K66+361-K66+459.451段铣刨原有路面结构

层后，铺筑 AC-25C 沥青调拱层+改性乳化沥青透封层+6cm 厚
AC-20C中粒式沥青砼+改性乳化沥青粘层+4cm厚 SBS改性沥
青AC-13沥青砼。（2）K66+459.451-K67+429.873段结构层采取
白加黑处理：在病害处理后的水泥砼面层上加铺钢丝网应力吸
收层6cm厚AC-20C中粒式沥青砼+改性乳化沥青粘层+4cm厚
SBS改性沥青AC-13C沥青砼。

标段划分：一个标段
质量要求：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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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具备交通

部（或省级交通主管部门）颁发的公路养护工程二类(乙级)从业
资质，并在人员、设备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具体要求见
资格审查条件）

3.2 项目经理资格要求:具有公路工程专业二级注册建造师

及以上证书(含经延续注册的临时建造师,60周岁及以上临时建
造师不得担任)，并具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核发的安全生产考核
合格证书(B 证)，具有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拟委任项目经理
要求无在建项目。

3.3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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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市交通委信用信息查询”获得的评级信息
未被评为D级的，否则其投标不子受理。(具体按照关于印发宁波
市交通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办法(试行)和宁波市交通建设市
场信用评价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甬交建[2014] 313号)执行。)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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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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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应按招标文件专用条款规定的格式提供承诺书。产
生中标人候选人后，招标代理人将在公示前对中标候选人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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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信息的，将取消中标候选人资格并重新组织招标。(失信信息查
询以“信用中国”网站ww.creditchina.gov.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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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10:30到2019年

6 月 25 日 16:00(以下载时间为准》，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站 htp:///www.bddin.gov.cn)下载招标文件，未按上述要求下
载招标文件的投标人，其投标将被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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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d-
dinggo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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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投标人对招标文件异议截止时间：2019年6月10日17时
5.投标保证金
5.1金额:人民币140000元整，
投标保证金的缴纳形式：
形式①:银行电汇或银行汇票直接缴入以下账户。

保证金到账截止日期: 2019 年 6 月 25 日 16:00 前(北京时
间，以资金到账时间为准)。

温馨提示: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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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账户的银行出具，银行保

函需采用招标文件专用条款提供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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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银行汇票形式的必须从投标人基本

账户中汇出，投标人的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或通过账户管理系
统打印的《基本存款账户信息》复印件必须编入投标文件中，投
标保证金采用银行保函形式的，投标人的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
或通过账户管理系统打印的《基本存款账户信息》、银行保函复
印件加盖单位公章编入投标文件中，同时将银行保函原件在投
标截止时间前提交给招标人(招标代理人)。
5.2 退还时间:详见“投标人须知”第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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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6 月 28 日 9:30，地

点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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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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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预审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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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和宁波日报

（发布公告的媒介名称）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海县深甽镇人民政府
地址：宁海县深甽镇环城南路86号
邮编：315614
联系人：陈先生
电话：13777284115
招标代理机构：宁波工建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海县桃源街道兴工三路69号
邮编：315600
联系人：赖女士、严先生
电话（传真）：0574-65250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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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机场快速路南延南段（莫方线至岳林东路）

工程第二批声屏障采购项目，招标人为浙江新中源建设有限
公司，招标代理人为宁波德威工程造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建设资金来自市本级财政承担50%，剩余建设资金按奉化、鄞
州、海曙三地实际里程比例由三地政府分摊，共线段中城际
铁路建设资金由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指挥部负责筹措，项目
出资比例为 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声屏
障采购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机场快速路南延南段（莫方线至岳林东路）工

程位于海曙区、鄞州区和奉化区，本次采购招标范围为为规
划四路（K9+251）-北仓路（K10+245）、汇盛东路（K13+994）-
汇源东路（K15+087）（即施工Ⅳ标段、Ⅶ标段范围）。

建设规模：4米声屏障约为 5088平方米，2米声屏障约为
2808平方米。

招标控制价：9201741元。
招标范围：机场快速路南延南段（莫方线至岳林东路）工

程第二批声屏障的供货、安装到位及相关服务等。

标段划分：1个标段
交货地点：每个总承包标段施工地点，服从各总包标段

施工总承包人安排。
交货期：接到发包人供货通知后40天内到货并安装完毕。
3.申请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合法

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具备投标产品供货能力的制造商（营业
执照经营范围中须包含声屏障的制造）或代理商，代理商参加
投标的须提供制造商针对本项目出具的唯一授权书。

3.2投标人须派一名项目负责人，并提供项目负责人委任书。
3.3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4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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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不得为“失信被
执行人”。在中标候选人公示前，招标代理人对中标候选人及
其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失信信息进行查询（具体以中标
候选人公示日前“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 查
询为准），如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取消其中标候选人资格，本

项目重新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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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 2019 年 6

月 27日 16:00（北京时间，下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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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300元（其中电子交易平台使用费
100元），售后不退。

4.3如有补充文件，将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
布，不另行提供纸质版补充文件。投标人须自行下载相关文
件，如有遗漏，责任自负。

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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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d-
d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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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与招标代理人联系。
4.7未在网上购买（下载）招标文件的单位，其投标文件不

予受理。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A）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即投标截止时间，下

同）为 2019 年 7 月 20 日 9:30，地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具体受理场所见当日公告栏）。

5.2开标地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具体受理场所
见当日公告栏）。

5.3逾期送达（或上传）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
件，招标（代理）人不予受理。

6.招标公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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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日报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浙江新中源建设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宁波德威工程造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高新区星海南路100号华商大厦五楼
联系人：张薇、李红丽
电话：0574-87684880、13306618318；0574-87686684
传真：0574-87686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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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柏林6月6日电
记者 任珂 刘芳 桂涛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蓬佩
奥近日接连访问欧洲多国。两人在
这些国家不遗余力推销美方立场，
但欧洲国家在诸多问题上的表态与
美方截然不同。对美方的指手画
脚，欧洲盟友并不买账。

官方反驳
特朗普在访欧期间数度遭到受

访国领导人或明或暗的反驳。在英
国，特朗普访问的一大目的是彰显
美英“特殊关系”，美方官员在访
前吹风时就说特朗普此次访英是彰
显美英“特殊关系”的良机。然而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在与特朗普共
同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虽然英美
之间的“特殊关系”历史悠久，但
双方在诸如气候变化、伊朗核问题
等方面的观点存在不同。

此外特雷莎·梅在与特朗普见
面时向他赠送了一份 1941 年 《大
西洋宪章》的复印稿。此举被解读
为提醒特朗普英美在建立二战后多
边主义的国际秩序中发挥了关键作
用。

在爱尔兰，特朗普用本国的边
界问题与对方“套近乎”，称英国

“脱欧”对爱尔兰是好事。他说：
“我认为一切都能妥善解决，对你

们而言也一样，有墙，有边界。我
的意思是，我们在美国有边界问
题，你们这儿也有。”

爱尔兰总理瓦拉德卡随即反驳
说：“我们想要避免的一件事，就
是我们 （爱尔兰和英国北爱尔兰）
之间出现墙或者边界。”

北爱尔兰地区曾因是否脱离
英国与爱尔兰实现统一的问题而
经历长期流血冲突。爱尔兰国内
普遍担忧，英国“脱欧”后，爱
尔兰与英国北爱尔兰地区间出现
实体边界将会埋下冲突重燃的隐
患。

蓬 佩 奥 访 欧 期 间 也 同 样 被
“怼”。在与德国外长马斯的联合记
者会上，蓬佩奥威胁说美国将减少
与使用华为技术和设备的国家分享
情报。马斯回应说，德国已有很高
的安全标准，只要符合这个标准，
德国就不会排除参与竞标的公司。

关于伊核问题，蓬佩奥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称“希望德国做得更
多”。但马斯在与蓬佩奥会谈时表
示，只要伊朗还在遵守伊核问题全
面协议，这一协议就使地区更安
全。

在荷兰，蓬佩奥要求盟友“不
要做任何危及我们共同安全利益或
限 制 我 们 分 享 敏 感 信 息 能 力 的
事”。然而荷兰外交大臣布洛克表
示，虽然荷兰想与盟国政策保持一

致，但每个国家都必须做出自己的
安全决定。

蓬佩奥还为美国加征关税打贸
易战的行为辩护，称这是为了创造
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布洛克却表
示关税具有破坏性。他说：“最终
贸易关税对美国人、对荷兰的工人
和以贸易为生的企业家都是不利
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与欧盟一起
努力将关税降到最低。”

舆论“差评”
特朗普和蓬佩奥在欧洲不仅遭

遇受访国官方的反驳，这些国家的
媒体、民间人士和反对党也表达了
对美方立场的质疑和不满。一些专
家甚至认为，本国与美国的友好关
系已“不存在”。

特朗普访英期间，伦敦发生大
规模抗议活动，主要反对党工党领
袖科尔宾等政治人物也参加了集
会。抗议者还在美国驻英使馆对面
拉起多个 20 米长的标语反对特朗
普访英。

伦敦大学学院政治学者布莱
恩·克拉斯说，特朗普正在对美国
最重要的盟友们造成巨大破坏。他
希望通过国事访问为自己塑造一个
良好的形象，但是普通英国人以及
绝大多数英国政治人物对他没有好
印象。

在英国朴次茅斯参加诺曼底登

陆 75 周年纪念活动期间，特朗普
和德国总理默克尔进行了短暂会
晤。现场视频显示，默克尔一脸

“尬笑”，双方连见面时应该有的握
手拍照环节都省了。

德国《南德意志报》对此评价
说：“短暂且冷淡……这次会晤再
次说明，双方之间可能再也没有友
谊了。”

特朗普到访爱尔兰期间，一些
当地民众在香农机场和美国驻爱尔
兰使馆外就气候变化和美国将香农
机场作为美军基地等问题举行抗
议。

爱尔兰绿党领导人埃蒙·瑞安
5 日在当地电视台说：“我认为特
朗普应对全球合作的政策和做法让
人无法接受，影响了我们每个人。”

在法国北部，特朗普和法国总
统马克龙 6日参加纪念诺曼底登陆
75 周年活动后举行简短会谈，但
会谈后双方未发表公开讲话。

法国国际关系评论员于利斯·
戈塞对法国媒体表示：“这是一场
充满分歧的会面，无论在特朗普还
是马克龙看来，法美同盟已不复存
在。”

法国前总理拉法兰 6日接受媒
体采访时也说，“美国是法国昔日
的 盟 友 ， 但 不 一 定 是 未 来 的 盟
友”，“美国已经不是法国今天的盟
友”。

欧洲国家对美国指手画脚“不买账”

新华社伦敦 6 月 7 日电
（记者桂涛） 英国首相特雷
莎·梅 7日正式辞去执政党保
守党领导人一职，但她将继续
留任首相，直到新首相产生。

英国首相府发言人 7日告
诉新华社记者，特雷莎·梅当
日尚无任何发表公开声明或举
行新闻发布会的安排。他说，
梅将继续担任保守党代理党
魁，直至新的党领袖产生。

保守党新领导人选举程序
将于 10 日正式启动。新领导
人将通过多轮党内选举产生，
预计胜出者在7月底产生。

英国舆论认为，下届首相
职位的有力竞争者包括英国前
外交大臣、“脱欧派”领军人
物鲍里斯·约翰逊，环境、食
品与农村事务大臣迈克尔·戈
夫，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
等。

特雷莎·梅正式辞去执政党党魁职务

制图 左文辉

据新华社华盛顿6月6日电
（记者高攀 熊茂伶） 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 （IMF） 6 日警告说，
贸易争端升级和金融市场环境突
然逆转，将对美国经济构成实质
性风险。

IMF当天在结束对美国第四
条款磋商的声明中说，随着减税刺
激政策的效果逐步消退，IMF预计
美国经济增速从2018年的2.9%放
缓至2019年的2.6%，到2020年进
一步减速至2%左右水平。

IMF警告，美国政府采取的
提高进口关税和其他措施正损害

全球贸易体系，增加对货物和服务
贸易的限制，并引发一系列贸易反
制措施。如果贸易争端继续升级或
金融市场环境突然逆转，将会对美
国经济构成实质性风险。

拉加德重申贸易战没有赢家，
并敦促美国和中国、墨西哥等贸易
伙伴尽快达成强化国际贸易体系的
全面协议、化解贸易紧张局势。她
表示，全球经济运转良好依赖于更
加开放、稳定、透明和基于规则的
国际贸易体系，美国应与其他贸易
伙伴通过建设性合作来更好应对贸
易体系中的扭曲状况。

IMF警告

贸易争端对美国经济
构成实质性风险

新华社杭州6月7日电（记
者朱涵） 由浙江大学高超教授团
队成果转化并建设的全球首条纺
丝级单层氧化石墨烯十吨生产线
6日试车成功。国际石墨烯产品
认证中心当日为该生产线生产的
单层氧化石墨烯及其应用产品多
功能石墨烯复合纤维分别颁发了
全球首个产品认证。

国际石墨烯产品认证中心是
全球化的独立第三方认证机构，
于 2018年 1月 18日正式成立，总
部设在美国。该机构的成立得到
中国石墨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及多个国际相关组织的支持。

“石墨烯是国家重点支持的
战略前沿和新兴材料产业，一直
以来，高品质单层石墨烯粉体类

原料无法量产，使得石墨烯诸多优
异性能无法充分发挥出来，导致其
产业化之路困难重重。”高超说，
他与团队突破了全单层反应、高效
分离提纯、粉末再溶解等十多项科
学技术工程难题，掌握了原创的全
套量产技术。

据了解，纺丝级单层氧化石墨
烯十吨生产线生产的产品单层率大
于99%，能够支撑多样化的下游应
用。

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专家咨询
委员会委员、中国石墨烯产业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李义春表示，
有了高品质石墨烯原料的稳定供
应，石墨烯科学研究及下游应用产
品开发将加速进入健康有序高质高
速发展轨道。

中国实现纺丝级单层氧化石墨烯
规模化量产

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记
者刘诗平） 针对南方的强降雨过
程，水利部 7日启动Ⅳ级应急响
应，同时派出 4个工作组分赴福
建、江西、广东、广西协助指导
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据 气 象 水 文 预 报 ， 6 月 7
日-11 日，受冷暖空气共同影
响，西南东部、江南、华南将有
一次强降雨过程，累积面平均降
雨量50毫米-90毫米。其中，贵

州大部、广西中部北部、广东北
部、湖南北部、江西大部、浙江中
部南部、福建北部等地降雨量将有
100 毫米-200 毫米，江西东北部、
浙江西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
地区220毫米-280毫米。

受降雨影响，江西饶河、信
江，湖南沅江、澧水，浙江钱塘
江，福建闽江，广西柳江、桂江，
广东北江、贺江，贵州乌江等河流
将出现明显洪水过程。

水利部启动Ⅳ级应急响应
应对南方强降雨

据新华社东京6月7日电（记
者姜俏梅） 日本厚生劳动省 7日公
布的人口动态统计数据显示，日本
2018 年总和生育率为 1.42，低于
2017 年统计水平，显示日本少子
化现象日趋严峻。

日本用总和生育率作为人口统
计指标，它显示育龄女性 （15 岁
至 49 岁） 平均生育子女数，并据
此数值比较和判断人口数量的增
减。日本 1947 年这一数值曾高达
4.54，到2005年创下1.26的最低纪
录后一度有所增加，但是自 2016
年开始持续3年下降。

据统计，去年日本出生婴儿91.8
万人，比上年减少2.7万人，连续3年
低于百万，是自有统计以来的最低水
平。而去年死亡人数达到136.2万人，
比上年增加了2.2万人，为二战结束
以来最多年份。人口自然减少44.4万
人，这一数字连续11年增加，显示日
本人口正在加速减少。

日本少子化现象
日趋严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