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有宁波报业传媒大厦（宁东路901号）内（办公楼
7525平方米、店铺985平方米）的场地对外公开招租。

一、大厦概况：
大厦是宁波日报报业集团的办公总部，总建筑面

积15万平方米（其中地上面积10万平方米，地下面积5
万平方米），拥有 1000个停车位。大厦位于宁波东部新
城核心区，宁东路以北，与宁波市行政中心隔路相望。
整个建筑简洁、典雅、大气。

二、出租房屋概况：

三、拟招业态：
1、写字楼拟招业态：金融、电信、文化、教育、科研等

机构单位，以及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各类单位。

2、商铺拟招业态：金融、电信、培训、咖啡、便利店、
洗衣店等。

四、租赁要求：
租赁单位限于具有一定经营规模和经济实力的单

位。有意向者请携企业营业执照、企业简介以及相关委
托证书资料前来洽谈。

五、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宁波市宁东路901号宁波报业传媒大厦

A座南楼三楼宁波报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招商部。
联系人：
王老师 联系电话：87685640 13777027309
虞老师 联系电话：87685633 13586911755

宁波报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写字楼招租

出租房屋
写字楼
写字楼
写字楼
写字楼
商铺
商铺
商铺

楼层
A座北楼三楼
A座北楼五楼
A座北楼六楼
A座北楼七楼
A座南楼一楼
A座南楼一楼
A座北楼一楼

面积（㎡）
1200
1110
3615
1600
200
685
100

宁波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近期拟通过宁波市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出让部分房产。
一、房产情况：

二、出让标的详细信息、受让条件、重大事项及报名手续等敬请关注近期宁波市产权交易中心公告。具体信息
以宁波市产权交易中心公告为准。

三、咨询及联系方式：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901号报业传媒大厦A座南楼三楼，宁波报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缪先生 联系电话13586911798 徐先生 联系电话87682018

宁波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房地产公开出让挂牌预告

序号
1

2

3

4

5
6
7
8

房屋地址
和美城广场27号11-4
和美城广场27号11-7
和美城广场27号11-8
和美城广场27号12-1
和美城广场27号12-2
和美城广场27号12-8
和美城广场27号12-9
和美城广场27号12-10
和美城广场27号12-3
和美城广场27号12-4
和美城广场27号12-5
和美城广场27号12-6
和美城广场27号12-7

余姚市城区巍星路40号42号
浒山街道乌山综合7号楼1004室
浒山街道乌山综合7号楼202室

和美城广场46号9幢20-3

建筑面积
277.1
108.37
108.37
279.87
77.92
108.37
118.41
268.00
77.92
277.10
265.23
118.41
108.37
95.68
28.9
79.31
79.30

房屋规划用途
办公
办公
办公
办公
办公
办公
办公
办公
办公
办公
办公
办公
办公
住宅

商业服务
商业服务

办公

土地使用权类型
出让
出让
出让
出让
出让
出让
出让
出让
出让
出让
出让
出让
出让
划拨
出让
出让
出让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 2019 年 S214 甬临线奉化段（K27+800-K43+

900)路面中修工程已由宁波市公路管理局以甬公养【2019】79号
文件批准实施，业主为宁波市奉化区公路管理段，招标人为宁波
市奉化区公路管理段，建设资金来自政府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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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地点：本工程位于甬临线奉化山货市场至奉化南海工

业区段，桩号范围K27+800-K43+900。
建设规模：本工程全线长16.1千米。现状道路为双向4车道，

道路等级为一级公路,设计车速为 80 公里/小时。主要建设内容
包括现状病害处理、路面罩面补强、恢复标线等。

工程造价：44185415元。
计划工期：施工工期为150日历天，缺陷责任期12个月。
招标范围：施工图范围内的路面工程、安全设施及其它附属

工程等（详见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
标段划分：1个
质量要求：合格，路面PQI93以上，路面RQI92以上。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且具备交通

运输部（或省级交通主管部门）颁发的公路养护工程二类（甲级）
从业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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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其投标不予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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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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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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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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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为准)。

4、招标文件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9 年 7 月 9 日至 2019 年 7 月

26日16时0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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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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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预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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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未按要求下载招标文件的投标人，其投标将作否决投标

处理。
5.投标保证金
5.1 金额：人民币伍拾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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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北京时间，以资金实际到帐时间为准)为
2019年7月26日16:00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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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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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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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退还时间详见招标文件第二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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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投标文件的递交
6.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7月31日9时30分，

地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宁波市鄞州区宁穿路 1901号
市政服务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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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招标人不
予受理。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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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宁波

日报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奉化区公路管理段
地址：宁波市奉化区岳林街道东一村288号
邮编：315500
联系人：沈永波
电话：0574-88953113
招标代理人：中冠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世纪大道北段555号温州银行14楼
邮编：315000
联系人：殷云云
电话：0574-88500668
传真：0574-88500688

2019年S214甬临线奉化段（K27+800-K43+900)路面中修工程招标公告

标段

号

001

金额

(元整)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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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01983671050

500863-1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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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7月9日电
记者 刘品然 刘晨

在英国驻美国大使金·达罗克
尖刻批评美国政府的密件被媒体曝
光后，美国总统特朗普 8 日回应
称，美方不会再与达罗克打交道。
特朗普还通过社交媒体攻击英国首
相特雷莎·梅处理“脱欧”问题的
方式，并称英国很快将拥有一位新
首相对英国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上个月
刚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此后不久
就出现这一令英方尴尬、美方恼怒
的泄密事件，两国关系短期内不可
避免会受到一定冲击。

特朗普狠批特雷莎·梅

英国媒体 7日刊登多份达罗克
发给英国政府的备忘录和电报，达

罗克在这些密件中称特朗普政府
“运行不畅”“难以预测”“能力不
足”。

特朗普 8日在社交媒体推特上
说：“我不认识这位大使，但是，
他在美国并未受到好评，我们不会
再与他打交道了。”

特朗普同时批评了特雷莎·梅
的“脱欧”政策，称特雷莎·梅没
有听取他的建议，把“脱欧”搞得
一团糟。他表示，对英国来说，

“好消息是他们很快将拥有一位新
首相”。

但特雷莎·梅的发言人说，特雷
莎·梅“充分信任”达罗克，没有将他
召回的计划。这名发言人同时表示，
特雷莎·梅不认同达罗克对美国政
府的尖刻批评。英国外交部已宣布
对泄密事件启动正式调查。

达罗克是英国最有经验的外交
官之一，从2016年1月起担任英国

驻美国大使。此前，他曾担任英国
常驻欧盟代表和首相国家安全顾
问。

英美关系受冲击

分析人士认为，此次泄密事件
有可能与英国执政的保守党内部争
夺首相职位的斗争有关，也可能与

“脱欧”问题有关，因为达罗克被
认为对“脱欧”一事不太热心，而
此次曝光这些密件的英国记者是一
名坚定的“脱欧派”人士。虽然泄
密者的主要目的也许并非针对特朗
普政府，但这一事件在短期内不可
避免会给英美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一名美国国务院前官员接受美
国《政治报》网站采访时说，他不
能确定特朗普的推特是否意味着达
罗 克 已 被 确 定 为 “ 不 受 欢 迎 的
人”。这名前官员说，白宫和国务

院接下来会讨论是否将特朗普的推
特当作一个正式指示，要求各政府
部门不再接触达罗克。如果是这
样，英国会把达罗克调离华盛顿。

据彭博社报道，达罗克原本被
邀请参加 8日特朗普与到访的卡塔
尔埃米尔塔米姆的晚餐，但因为特
朗普的推特，美方取消了对达罗克
的邀请。

美国《纽约时报》认为，特朗
普的推特是对特雷莎·梅政府的

“无礼告别”，并且几乎已经宣布达
罗克为“不受欢迎的人”，这是美
国与最亲密盟友英国之间的一道明
显裂痕。美英关系表面和谐，但其
实早已出现问题。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
究员托马斯·赖特认为，特朗普做
了太多让英国厌烦的事，目前美英
关系整体相对糟糕，处于 1956 年
苏伊士运河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

英驻美大使尖刻批评美国政府密件被曝光 特朗普称,不会再与他打交道

密件泄露事件冲击英美关系
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记者 董龙江

从本月 8日开始，根据俄罗
斯总统普京签署的总统令，俄罗
斯各航空公司开始暂停从俄罗斯
飞往格鲁吉亚的客运航班业务。

俄罗斯国家杜马 （议会下
院） 一名议员在格鲁吉亚议会大
厦的一个举动为什么会在格鲁吉
亚首都第比利斯造成局势动荡，
进而导致俄格关系再次出现危
机？

导火索是什么

据报道，由东正教国家组成
的议员论坛东正教议会间大会全
体会议6月20日在第比利斯的格
鲁吉亚议会大厦举行。参会的俄
罗斯代表团团长、俄国家杜马议
员加夫里洛夫被安排坐在格鲁吉
亚议长的席位上发言。此举立刻
引起格鲁吉亚议会反对派的强烈
不满和抗议。

同时，反对派还指责格鲁吉
亚政府不应给加夫里洛夫发放入
境签证，因为他曾经访问谋求独
立的阿布哈兹。在议会大厦附近
集会抗议的反对派支持者打出了

“制止俄罗斯”“对俄罗斯说不”
等标语。此后，试图冲击议会大
厦的抗议人群和警方发生冲突，
造成 240人受伤。格鲁吉亚议长
科巴希泽在事发第二天宣布辞
职。

普京在6月21日签署的总统
令中说，为了保障俄国家和本国
公民的安全，从 7 月 8 日开始采
取禁飞措施。这一总统令还同时
建议俄各旅游公司在禁飞令实施
期间不要销售前往格鲁吉亚的旅
行服务。俄交通部紧随其后禁止
格鲁吉亚各航空公司的客运航班
飞往俄罗斯。

造成了什么影响

俄格关系出现危机后，首当
其冲受影响的是格鲁吉亚旅游
业。格鲁吉亚是俄罗斯人最热衷
的境外度假旅游目的地之一。据
格鲁吉亚的统计，2018 年格鲁
吉亚每五个游客中就有一个来自
俄罗斯。格鲁吉亚国家银行发布
的通告说，俄罗斯游客的锐减将
对格鲁吉亚经济造成消极影响。

如果禁飞令一直持续，那么截至今
年年底，格鲁吉亚可能面临高达 3
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其次，格鲁吉亚葡萄酒等传统
出口拳头商品在俄罗斯市场受到冲
击。禁飞令颁布后，俄联邦消费者
权益及公民平安保护监督局宣布对
来自格鲁吉亚的葡萄酒和其他酒精
类饮料加大监管力度。

此外，俄格两国间的人文交流
活动也受到牵连。格鲁吉亚著名女
歌手卡塔玛泽曾在社交媒体上留言
说，由于发生了第比利斯事件，她
将放弃在俄罗斯的演出。与此同
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提
醒俄罗斯演员，考虑到自身的安
全，目前暂时不要前往格鲁吉亚进
行商业巡演。

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观察人士认为，俄罗斯和格鲁
吉亚两国关系此轮危机的背后至少
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苏联解体后，俄格两国
因为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问题长期
不睦。2008 年俄格大规模武装冲
突后，俄宣布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
哈兹独立，两国因此断绝外交关
系。2012 年，格鲁吉亚以新政府
上台为契机开始修复和俄罗斯的关
系，格驻俄前大使阿巴希泽被任命
为对俄关系总理特使。2014 年乌
克兰危机后，格鲁吉亚秉持务实立
场，没有参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
裁。

虽然最近几年出现了进一步回
暖迹象，但俄格关系的根基依然十
分脆弱。只要两国在南奥塞梯和阿
布哈兹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不解决，
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让双方的矛盾
激化。

其二，俄罗斯之所以要对此次
俄格关系危机做出这样的回应，不
仅仅是为了向格鲁吉亚的反俄行动
施压，同时也在间接警告和威慑乌
克兰、摩尔多瓦等国家中反俄和仇
俄势力。接下来，俄罗斯应该会考
虑选择恰当的时机收拾残局，因为
重新回到曾经持续多年的对抗状
态，既不符合格鲁吉亚的利益，对
俄罗斯来说也无益处。

普京叫停
格鲁吉亚航线为哪般

7 月 9 日 ， 在 阿 塞 拜 疆 巴
库，第 43 届世界遗产大会现场
介绍下一届大会举办地中国福
州。

第 43 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 （世界遗产
大会） 主席加拉耶夫 9日代表世
界遗产委员会宣布，下一届世界
遗产大会将于明年由中国福建省
福州市承办。 （新华社发）

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
将于明年在福州举行

新华社新德里7月8日电（记
者胡晓明） 印度负责舰艇生产和采
购的海军中将萨克塞纳 8日说，印
首艘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将于
2021年2月交付给海军，预计2023
年开始服役。

萨克塞纳当天在新德里举行的

一个研讨会上说，“维克兰特”号
航母正处于建造的高级阶段，将于
2021年交付给海军进行高级试验。

他透露，航母的基础试验将于
明年 2 月至 3 月进行，之后将进行
海上试验，飞行试验将于 2021 年
交付海军后开始。

“维克兰特”号的设计工作始
于 1999 年 ， 2009 年 2 月 安 放 龙
骨，2013年8月正式下水。该舰由
印度海军设计局承担设计工作，由
科钦造船厂负责建造。在建造过程
中，由于成本上升、设备采购困难
和缺乏建造经验等原因，航母的完

工时间不断拖延。
“维克兰特”号排水量约 4 万

吨，舰长约 260 米，宽 60 米，可搭载
约 30架舰载机。该航母采用部分隐
身设计，甲板为“滑跃式”，具备短距
起飞和拦阻回收能力，最高航速 28
节，可持续航行8000海里。

印度首艘国产航母将于2021年交付海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