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宁波分行营运用房装修改造工

程已由宁波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发展局以甬高新备
[2017]40号文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行，招标人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招标代理人为建银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宁波分公司，建设资
金来自企事业自有资金，项目出资比例为100%。项目已具备招标
条件，现对该项目空调系统设备采购及安装工程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位于宁波国家高新区扬帆路与院士路口民和扬

帆广场主楼；建设规模：装修总建筑面积 31857平方米。项目总
投资：约8900万元。招标控制价：13134857元。招标范围：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宁波分行营运用房装修改造空调系统设备采购及
安装工程供货、安装、调试、检测、验收等交付使用前发生的所
有内容，以及培训、技术服务、质保期内售后服务等。具体详见
施工图纸。标段划分：1个。交货地点：本工程施工现场。交货期：
乙方接甲方交货通知后 1个月内到货，按要求交货；安装工期：
满足整体工程进度要求安装、调试且验收完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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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

照，具有投标产品空调系统设备的制造及供货能力的制造商或
代理商（代理商是指空调系统设备制造商针对本项目的唯一授
权单位，需提供空调系统设备制造商针对本项目唯一授权书原
件，如两个或两个以上代理商以同一个制造厂家的空调系统品
牌就本项目进行投标，则招标人都予以拒绝）。

3.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 投标人须派一名项目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委任书格式

按招标文件格式填写。
3.4投标人无不良行为记录（不良行为记录界定的范围为：被

国家、浙江省、宁波市相关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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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投标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不得为失
信被执行人。投标申请人应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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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代理人将在公示期对中标候
选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的信息进行查询，若为失
信被执行人的，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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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为准）。

3.6资格审查方式：资格后审。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9 年 6 月 19 日至 2019 年 7

月 5 日 16 时（北京时间）（以下载成功时间为准）登录宁波市公
共资源交易网高新区分网（http://www.gaoxin.biddi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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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文件下载费用300元，售后不退。
4.3 招标文件如有澄清和修改，将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

网高新区分网（http://www.gaoxin.bidding.gov.cn/）发布，不另
行提供纸质版补充文件，投标人需自行下载相关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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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高新区分网（http://www.ga-
oxin.bidding.gov.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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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网上下载标书系统操作手册》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
易网高新区分网（http://www.gaoxin.bidding.gov.cn/）“服务指
南-资料下载”栏（咨询电话：0574-87187975，0574-87187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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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申请截止时间，下同)为

2019年7月9日9时30分。
5.2 地点为：宁波国家高新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室一

（高新区广贤路997号行政服务中心南楼307室）。
5.3逾期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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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中国邮政官

方网站（www.chinapost.com.cn）、宁波日报、宁波市公共资源交
易网高新区分网（http://www.gaoxin.bidding.gov.cn/）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地址：宁波市江北区人民路132号银亿大厦1918室
联系人：陈老师
招标代理人：建银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宁波分公司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宝华街255号7楼
联系人：黎晖 电话：0574-87306147
传真：0574-87314248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宁波分行营运用房装修
改造空调系统设备采购及安装工程招标公告

石碶街道建庄5号安置地块项目（栎和佳苑）前期物业管理
服务以公开招标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1、招标单位：宁波市海曙区石碶街道新村建设办公室；
2、项目概况：
名称：石碶街道建庄5号安置地块项目（栎和佳苑）；
类型：城镇住宅拆迁安置；
总 建 筑 面 积 ：118342.51 平 方 米（其 中 地 下 建 筑 面 积

29923.70平方米）；
位置：项目位于宁波市海曙区石碶街道建庄村，东侧为姜

沈庭苑小区，南临鄞州大道，西临万金路，北侧为规划河流。
3、投标对象：投标人有通过前期物业招投标获取单项 11

万平方米以上规模住宅项目的合同业绩。
4、报名日期：投标申请人请于 2019 年 6 月 27 日上午 8

30－1030，携以下资料到海曙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报名（其
余时间不予受理）：

（1）投标申请书；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企业概况及企业注册所属地物业主管部门提供的物

业企业信用档案证明，企业通过前期物业招投标获取单项 11
万平方米以上规模住宅项目的合同业绩（项目所在地物业主
管部门出具的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备案证明）；

（4）拟派出的项目负责人简历、学历（专科及以上）、信用
证明、身份证，单项 11 万平方米以上规模住宅项目管理经验

（提供项目所在地物业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
（5）社保机构出具的能体现项目负责人已经缴纳最近连

续三个月社保的社保缴费证明（加盖缴费证明专用章或社保

机构单位章，社保机构出具的缴费单位名称必须与投标人名
称一致）；曾以拟定项目经理身份参加前期物业管理招投标且
目前尚任中标项目前期阶段项目经理的，不得再拟任本项目
的项目经理；

（6）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的，需提交授权委托书；
（7）投标承诺书；
（8）本市行政区域外的物业企业参加报名时需提交《外地

物业服务企业进甬登记备案表》；
（9）获招标人推荐的需提交招标人出具的推荐书；
（10）投标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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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项目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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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经现场资格预审合格的投标单位于资格预审当天
11:30前，向招标办指定账户交纳壹万元投标保证金，并提交
银行回单原件。所有复印件材料加盖企业公章，原件备查。

若投标单位超过5家，则由公证人员监督、招标单位抽签
决定不多于5家物业服务企业竞标。

5、联系人：金老师 联系电话：0574-87214995
联系地址：宁波市海曙区府桥街 15 号（恒隆中心副楼 3

楼）

关于石碶街道建庄5号安置地块项目（栎和佳苑）
前期物业管理服务招标公告

宁波市北仑区迎宾路 （黄河路东延—太河路西） 的
北康家山桥和北中河桥桥梁修理，自 2019年 7月 4日至
2019 年 11 月 3 日期间半幅封闭施工，请车辆绕道行驶，
谢谢配合！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北仑第二集装箱码头分公司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宁波港交警大队

桥 梁 维 修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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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车道上修车
谁见了都怕

5 月 25 日中午，在 G15 沈海高
速上，有一辆工程车因车底部传动
轴螺丝松动，在超车道上抛锚了。

车辆无法移动时，按照正常流
程，驾驶员应当在其后方做好示警
措施，然后撤离至安全区域报警求
助，等候救援。但这位驾驶员第一
时间想到的不是高速公路行车安
全，而是拖车费用会不会要自己掏
腰包？在电话请示老板后，他便在
原地等待修理车到来。在车后几十
米处草草放了一个三角警示牌后，
他就笃悠悠坐在车里了，全然不顾
后方纷纷避让的车辆。

没过多久，一辆装满各种修理
工具的面包车到达现场展开“救
援”。“修理车”驾驶员也知道高速
上修车的危险性，于是就自作聪明
地将车辆停在了故障车的前方。然
后，他俩就钻进车底开始鼓捣起来
了……

这一过程持续了十几分钟，直
至高速交警巡逻到此，发现并予以
制止。最终，因在车辆发生故障又
难以移动时、不按规定在车辆后方
设置警告标志，工程车驾驶员被处
以记 3 分、罚款 200 元的处罚；因
在非紧急情况下、在高速行车道上
停车的行为，面包车司机被处以记
6分、罚款200元的处罚。

很多人看到这样的新闻，也许
会不屑一顾，认为这样“为所欲
为”的驾驶员只是特例。但事实
上，这样的人还真不少。

5 月 19 日，宁海举办“中国开
游节”活动，G15沈海高速上车来车
往。当天下午2时30分许，高速交警
宁波支队一大队的陈警官正在例行
巡逻，突然发现前方许多车辆亮起
了刹车灯并且紧急避让。陈警官上
前一看，一辆红色轿车停在超车道
上，开着“双闪”，距离它不到 5米处
放着三角警示牌。

陈警官赶紧停车，并在后方做
好示警，上前查看情况。眼前的一
幕让他后怕不已，只见一位穿着裙
子的女司机正蹲在车辆左前轮处，
支起了千斤顶，拿着工具准备卸轮

胎，车内还坐着一名不满 3岁的小
宝宝。看到高速交警过来，这名女
子擦着满是油污的双手，报以尴尬
的笑容。

陈警官等人立即出手，帮她将
车开到应急车道上，又帮忙换了轮
胎，随后带至宁海南高速出口询问
情况。原来，这位“90后”妈妈带娃回
娘家，行驶至此处时发现车胎没气
了。她的“女汉子”脾气一上来，直接
一脚刹车，往超车道一停，安抚好宝
宝后，就张罗着换起车胎来了……

事后，经过高速交警科普教
育，这位年轻的妈妈意识到了自己
行为的巨大危险性，也是后怕不
已，并连连表示以后再也不会这么
干了。最终，高速交警对其“高速
公路上车辆发生故障后，不按规定
设置警告标志的违法行为”作出了
记3分、罚款200元的处罚。

穿拖鞋低速行驶
这些行为当杜绝

5 月 26 日，G15 沈海高速杭州
湾跨海大桥往宁波方向 1402 公里
处，一辆黄色的大货车突然冒起青
烟，随后停在路中央。驾驶员从车
里出来，一边打着电话，一边查看
车况，然后走到应急车道上。3 分
钟后，一辆小货车径直开了过来，
在相距只有 10 多米时才发现前车
抛锚……最终，小货车撞大货车后
又撞了中央护栏，驾驶室严重变
形，驾驶员被卡在座位上，车上二
人多处受伤。

此前，在 G15 沈海高速宁波段
姜山出口附近发生了一起车辆追尾
事故。两名驾驶员站在主车道上为
事故原因吵了起来。适逢周末，车流
量较大，后方来车因为来不及避让
这两辆事故车，又发生了刮擦，差点
把 争 吵 的 两 人
也给撞了……

未 按 规 定
放 置 三 角 警 示
牌 ， 驾 驶 员 在
主 车 道 上 停
留 ， 这 些 行 为
正 好 与 高 速 交
警 正 在 全 力 宣
传 的 九 字 警 句

“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相违
背。而下面讲到的这起警情，也为
驾驶员的行车安全敲响了警钟。

5 月 31 日下午 4 时 22 分，在
G15沈海高速杭州湾跨海大桥往上
海方向 1407 公里处，一辆黑色奥
迪车左侧轮胎骑上了高速公路路
缘带，在第一车道上来了个“S”
形走位后，开始了龟速行驶。后方
来车纷纷减速避让，其中有几辆车
发生了追尾，导致两人受伤，后方拥
堵。然而，那辆肇事的黑色奥迪车看
到后车发生事故后，竟慢慢移到了
应急车道，换了驾驶员把车开走了。
高速交警通过号牌比对技术锁定了

“罪魁祸首”，并联系了奥迪车驾驶
员鲁女士，责令她们返回。当奥迪车
返回杭州湾跨海大桥时，两位女士
下了车，高速交警一眼就发现了她
们穿着的同款拖鞋……

当天，两位女士从嘉兴赶到宁
波办事。返程时，还在实习期的鲁
女士向闺蜜方女士提出，要在高速
路上练练手，由对方陪驾。车子刚
上跨海大桥，鲁女士担心超速会被
抓拍，就要求方女士帮忙打开手机
导航。在传递过程中，手机掉进了
左侧门缝里。鲁女士本能地向下伸
手捡手机，方向盘也随之向左偏
移，导致车子左侧骑上了路缘带。
一旁的方女士发现险情后，迅速向
右拉了一把方向盘。虽然车子没有
撞上中央护栏，但在车道上开出了

“S”形，吓得鲁女士立马松开了油
门，在第一车道上龟速行驶，坑惨
了后方来车。

高速上遇事故
专业救援不可少

上面所举的例子，在多数驾驶
员看来属于“常识”问题，但总有个

别人会去“挑战”。究其原因，一
方面是自身安全意识淡薄，总是心
存侥幸；另一方面，与他们对某些
法律法规一知半解有很大的关系。

不少初上高速的驾驶员认为，
高速上发生事故，应该站在原地等
着交警来处理。这是将市区道路交
通事故的处理经验搬到了高速上。

在市区道路上，事故发生后，经
常可以看到驾驶员把车停在原地等
待交警来处理，怕的就是一旦车辆
移动破坏了现场，会分不清事故责
任。但这样的行为在高速上万万要
不得，因为道路环境完全不一样。

“高速上车速很快，按照每小
时 100 公里来计算，1 秒钟就可以
行驶 30 米左右。”高速交警说，如
果前方发生事故，事故车辆就停放
在主车道上，又没有采取示警措
施，等后面的驾驶员肉眼看到时，
再刹车就来不及了。

同样的道理，驾驶员在高速行
车时，如有刷微信玩手机等“小动
作”，只要有几秒钟的注意力不集
中，车辆就能盲开出上百米。类似
血的教训不少。2017年12月2日傍
晚，在 G15 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

1462公里处发生一起死亡事故，22
岁的相某驾驶一辆轻型普通厢式货
车追尾一辆槽罐半挂车，造成同乘
的母亲死亡。事故原因就是相某驾
车时一直在用手机聊微信，在距离
前车大概 5米的时候，同乘的母亲
还在大声提醒他：“慢！慢！慢！”

低速行驶也是高速公路的“隐
形杀手”。低速行驶会给后方车辆
造成视觉差距，认为前方车辆是以

“适当车速”行驶的，等距离近了
再刹车，已经来不及了。如果前方
车辆在最左侧车道低速行驶，后方
正常速度行驶的车辆将被迫在右侧
车道超车，引发事故的概率更大。
而从空间上看，上坡、互通枢纽区
等均为低速行驶违法行为的多发
地。还需注意的是，高速上涉及货
车的死亡事故最多，而疲劳驾驶、
违法停车、低速行驶是三大主因。
所以，在高速上行车，车速要有一
定的保证，这是法律规定的。

此外，记者发现，很多人不清
楚高速救援的收费标准，以为是

“天价”，所以就常出现为了省钱忽
视安全的事。5月 29日上午，有一
辆车在高速上发生了爆胎，驾驶员
平时很少上高速，慌乱之下求助于
微信朋友圈。有人给她介绍了一个
号称 24 小时提供道路救援的微信
号，开口价 400 元。后来还是高速
交警帮忙呼叫了专业施救人员，对
方只收取了 170 元的施救费用，并
出具了发票。

“我们在日常巡逻中，经常会
遇到一些驾驶员因为不清楚高速救
援收费标准，害怕会承担过高的费
用，所以不报警，反而自己叫施救
车或者干脆叫修理厂的维修工人上
高速修车，这种行为是不被允许
的。高速不同于地方道路，高速救
援对安全防护有非常高的要求。而
且道路救援费用是经过物价部门审
批备案的，并不存在所谓的天价施
救费。”高速交警说。

驾车上高速前
应做好相关功课

那么，高速行车有哪些知识是
必备的呢？

第一个就是关于“实习期上高
速”的问题。领到驾照未满 12 个
月的新手，上高速有前提条件——
副驾驶室必须有一个持有准驾车型
及以上驾照且驾龄在 3年以上的老

司机坐镇。另外，应在车尾张贴交
通法规要求的对应标识，也就是实
习标识。

其次是“低速行驶”的问题。
根据规定，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
正常情况下的行驶速度低于规定最
低时速20%以上，记3分、罚款200
元。打个比方，假如某条车道的最
低限速为每小时 100 公里，有车辆
在正常情况下行驶速度低于每小时
80公里的，即可认定为低速违法行
驶。当然，如遇雨雪雾等恶劣天
气、节假日车辆拥堵滞留、道路施
工等特殊情况，则低速行驶不属于
违法行为。

第三个就是“高速倒车、逆
行”的问题。去年 10 月 22 日，在
G15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前洋互
通区域，一小伙因导航提醒滞后，
错过了匝道口，随后他强行倒车

“纠错”，结果是被处以罚款 200
元、一次性记 12 分。无论出于何
种理由，高速上倒车、逆行都是

“高压线”，绝对是触碰不得的。如
若车辆错过匝道口，那就请你“将
错就错”，在下一个路口下高速、
再上来。

最后，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待
处理时，应牢记“车靠边，人撤
离，即报警”这九字警句。具体而
言，发生事故后，首先要打开车子
的双闪灯；如果车辆无法继续行
驶，要在后方设置警示标志，在
150 米外示警；如车辆可以继续行
驶，要迅速把车辆驶离主车道，停
在旁边的硬路肩或者应急车道，随
后放置三角警示牌。做完这些后，
人员要撤到高速公路护栏外安全位
置并报警。

5 月 6 日的一起事故就说明了
这套流程的重要性。当天凌晨零时
40分许，在G92杭甬高速往杭州方
向 280 公里处发生了一起追尾事
故。肇事的是一辆集卡车，撞了前
方抛锚暂停在应急车道内的出租
车，并且顶着它向前移动了十几
米。事故很严重，出租车整个后备
厢被撞得几乎“消失”了。

但在这起事故中，没有人员伤
亡，这应归功于“的哥”的正确处
置。他将故障车辆停放在应急车道
内，然后赶紧让车上的 3名乘客下
车并且站到护栏外面，而他自己则
跑去车辆后方放置了三角警示牌。
处置工作刚做好没多久，后方就来
了一辆集卡车……

高速公路上，有些“任性”行为要不得

5月6日凌晨的这起事故，多亏“的哥”处置得当，否则出租车上众人凶多吉少。 （高速交警 供图）

最近一段时间，我市境内的
高速公路上，妨碍行车安全的行
为不断出现。比如，在超车道上
停车修车、边刷微信边开车、错
过匝道口倒车返回、低速行驶我
行我素……也许当事人没有感觉
到危险，但旁观者无不为其捏了
一把冷汗。

这 些 “ 任 性 ” 行 为 屡 屡 出
现，除了驾驶员本身交通安全意
识淡薄外，还与他们缺乏高速行
车相关知识或者对法律法规一知
半解有关，而这些常识性错误带
来的极有可能是致命的伤害。

记 者 王晓峰 通讯员 林 凯 水心胜

高速宁波东入口，车辆正在排队进入高速公路。 （王晓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