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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内容

财务收支协
审服务

审计数据分
析处理服务

网络安全服
务

信息系统咨
询监理服务

用
途

自
用

数
量

一
批

一
批

简要技术要求

根据具体审计项目提供
审计服务。

根据具体审计项目提供
计算机审计数据采集与
分析处理服务；信息系
统咨询监理服务；网络
安全服务。

采购
预算

700
万元

300
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
法》 等法律法规规定，经宁波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
批准，现就宁波市审计局向社会力量购买 2019-2021 年度协
审服务单位采购项目进行公开招标采购，欢迎符合要求的供
应商前来投标。

一、项目编号：NBMC-20192017G
二、项目名称：宁波市审计局向社会力量购买 2019-

2021年度协审服务单位采购项目
三、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四、招标文件公告期限：自2019年7月12日起至2019年

7月19日止
五、项目内容、用途、数量、简要技术要求及采购预算

六、合格投标人资格要求:
(一) 投标人的一般要求：
投标人应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良好的商业信

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
术能力；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参加本
项目政府采购活动前 3 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
录；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
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
违法失信名单”；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

“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
购活动期间。

(二) 投标人的特定要求：
1.子包一投标人要求具有财政部门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

执业资格证书，如是会计师事务所的分所投标，必须提供总
所针对本项目子包一投标的唯一授权文件。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

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除单
一来源采购项目外，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
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加该采
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

七、资格审查方式：采用资格后审。

八、获取招标文件的时间期限、地点、方式及招标文件
售价：

1. 招标文件发售时间期限：自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19年7月26日止 （节假日及法定假日除外），每天8:30-11:
30，14:00-17:30（北京时间）。

2.获取招标文件的地点：宁波名诚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宁
波市海曙区青石巷5号永煌大厦9楼)。

3.获取招标文件方式：通过从采购代理机构购买的形式
获 取 。 可 以 是 现 场 购 买 或 将 报 名 资 料 发 送 至 邮 箱
3302172248@qq.com并致电财务获取。

4.招标文件售价：500 元/子包，售后不退。请供应商按
下述账户信息汇款。开户银行：宁波银行海曙支行；户名：
宁 波 名 诚 招 标 代 理 有 限 公 司 海 曙 分 公 司 ； 账 号 ：
20010122000469620。

财务联系电话:0574-87101276 传真：0574-87103586
温馨提示：供应商汇款后应及时将汇款信息发送至宁波

名诚招标代理有限公司邮箱或传真至公司，同时需提供单位
营业执照复印件、纳税人识别号、联系人信息和项目编号等
信息。

九、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和地点：
投标人应于2019年8月2日9:30 （北京时间） 前将投标文

件密封送交到宁波名诚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宁波市海曙区青
石巷5号永煌大厦9楼 （宁波银行宁波西门支行楼上）］ 开标
室 1，逾期送达或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投标文件将予以拒
收或作无效投标文件。

十、开标时间及地点：
本次招标将于2019年8月2日9:30 （北京时间） 在宁波名

诚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宁波市海曙区青石巷5号永煌大厦9楼
（宁波银行宁波西门支行楼上）］ 开标室1公开开标，投标人
可派代表出席开标会议。

十一、业务咨询：
采购单位：宁波市审计局
联系人：池老师 联系电话：0574-89186322
联系地址: 宁波市鄞州区宁穿路2001号2号楼7楼
代理机构：宁波名诚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采购项目联系人：王立挺、黄健敏、董初林
联系电话：0574-87101259 传真：0574-87103586
联系地址: 宁波市海曙区青石巷5号永煌大厦9楼
政府采购行政监管及投诉受理部门：宁波市财政局政府

采购管理办公室
十二、供应商注册：
供应商应当按照 《浙江省政府采购供应商注册及诚信管

理暂行办法》 的规定，在“浙江省政府采购网 （http://www.
zjzfcg.gov.cn） ”上进行注册登记。中标人必须成为正式注册
供应商，否则由此产生的后果自行负责。

十三、政府采购政策要求：
执行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政府采购政策。

宁波市审计局向社会力量购买2019-2021年度
协 审 服 务 单 位 采 购 项 目 招 标 公 告 孝闻巷地块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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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瑞洋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2、项目概况：
名称：孝闻巷地块项目；
类型：住宅；
总 建 筑 面 积 ： 32815.68 平 方 米 （其 中 地 下 建 筑 面 积

13083.56平方米）；
位置：项目位于宁波市海曙区鼓楼街道，东至孝闻街，南

至西河巷、西至规划道路，北至孝闻巷。
3、投标对象：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具有通过前期物业管

理公开招投标获取的总建筑面积不少于3万平方米的住宅项目
管理业绩。

4、报名日期：投标申请人请于 2019 年 7 月 19 日上午 8:
30－10: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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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交正本、副本复印件）；
（3） 拟派项目经理简历、学历证书复印件 （大专及以

上）、“学信网”查询结果网页截图、身份证复印件、近3年内
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及以上住宅项目管理经验 （提供物业主管
部门出具的证明）；

（4） 拟派项目经理的信用证明及能体现投标人为拟派项目
经理已经缴纳最近连续3个月社保的社保缴费证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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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的，需提交授权委托书；
（6） 投标承诺书；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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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复印件）；

（8） 获招标人推荐的需提交招标人出具的推荐书 （如有）；
（9） 投标人通过前期物业管理公开招投标获取的总建

筑面积不少于 3 万平方米的住宅项目物业管理业绩 （提供物
业合同及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备案证明等有效证明资料
复印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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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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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其法定代
表人或拟派项目经理） 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则取消资格预审合
格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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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物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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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网页截图） 材料须加盖投标人企业公章，
并提供原件备查 （网页截图须现场查询认证），未按上述要求
提供复印件或原件的或提供的资料不符合要求的将拒绝其报
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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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地址：宁波市海曙区府桥街 15 号 （恒隆中心副楼 3

楼）
联系电话：0574-87214995

关于孝闻巷地块项目前期物业管理服务招标公告

关于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仑营销服务部迁址的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备案通过，同意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仑营销服务部变更营业场

所，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仑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127330206001
机构住所：宁波北仑区新碶好时光大厦1幢605-608室
成立日期：2015年5月21日
颁发许可证日期：2019年7月9日
许可证流水号：0238986

负责人：沈立锋
联系电话：86867839
客户服务电话：95510
邮政编码：315800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

身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经批准的其他业务。

华东物资城浙甬市场建材价格行情

因行情变化，以当日报价为准
地址：宁波江北区宁镇公路490号（三官堂）

电话：87666188 87612668 日期：2019年7月12日

物资名称
公牛插座
公牛插座
公牛插座

绿能房间灯
绿能吸顶灯

绿能浴霸风暖
圣宇墙纸

布鲁斯特墙纸
朗阁墙纸

雅琪诺墙纸
浩博特墙纸

爱丽沙

型号
厨房专用
客厅专用

氧化铝电瓷插座
20瓦，50*50

10瓦
绿能

0.53*10M
0.53*10M
0.53*10M
0.53*10M
0.53*10M
0.53*10M

产地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浙江
美国
天津
浙江
湖北
浙江

价格
50元
98元
10元
198元
49元
680元

207-307元/卷
300-600元/卷
138-345元/卷
201-466元/卷
239-312元/卷
736-848元/卷

联系电话
13586507407
13586507407
13586507407
13586507407
13586507407
13586507407
15258364860
15258364860
15258364860
15258364860
15258364860
15258364860

世爵壁纸
欧雅墙纸
米兰墙纸
实木地板
实木地板
实木地板
实木地板

负离子木工板
E0生态板

负离子生态板
负离子浮雕水曲柳
负离子浮雕水曲柳

0.53*10M
0.53*10M
0.53*10M

9518
9515
7006
7007

1.22*2.44*1.8
1.22*2.44*1.7
1.22*2.44*1.7
1.22*2.44*0.36
1.22*2.44*0.3

浙江
上海
上海

东南亚
东南亚
东南亚
东南亚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118-296元/卷
169-466元/卷
260-636元/卷

168元
160元
178元
178元
235元
215元
345元
170元
135元

15888021063
15888021063
15888021063

87909115
87909115
87909115
87909115
87357258
87357258
87357258
87357258
87357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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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明朗

据 《宁波日报》 报道，“小黄
狗”“搭把手”“太空侠”等智能回
收设备越来越多地走进我市社区，
垃圾分类智能模式因其显而易见的
优势，为解决传统垃圾分类难题提
供了新思路。

建立起企业居民双赢模式。
“太空侠”创始人祝元认为：“从业者
应该先建立一个可以盈利的企业，
再以此为基础推动环保事业发展，
这才是可持续的经营模式，才是垃圾
分类的‘健康生态’。”垃圾分类智能
模式的运作方式是，一些回收物加
工企业在社区安装智能回收设备；
市民通过手机下载App注册成为用
户后，只需对可回收物进行分类，
并按照机器上的引导进行投放，即
可获得一定的金钱回报，使投放者
得到激励；回收公司对可回收物进
行二次分拣后进行再加工……一旦
形成规模，将产生可观的经济效
益。因为形成了回收——分拣——
再加工的体系，以此实现盈利，就
能够支持平台顺利运转，使垃圾分
类智能模式得到可持续发展。

投放方便轻松。此前，居民对
纸箱、报纸等大宗垃圾，一般要积
累到一定的量再约定“破烂王”回
收，牛奶盒、牙膏皮、易拉罐、矿
泉水瓶等零星垃圾，则“不好意
思”出手，而灯泡、暖瓶、牙刷、
桌布、旧手提箱、鞋、塑料等物
品，因为不在“破烂王”收购范围
内，往往随手扔进垃圾桶，不仅浪
费了资源，而且影响其他垃圾的

“纯度”。智能回收设备就设在居民
区，不分时段，随时“恭候”，回
收价格虽比“破烂王”稍低，但明
码标价、流程清晰，大家不用议
价，不用担心在称重时吃亏，也就
不在乎那点差价。

有利于培养市民垃圾分类的良
好习惯。垃圾分类的难点在于居民
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有调查表
明，老年人因为相对空闲，对垃圾
分类比较上心，而年轻人忙于工
作 ， 热 情 不 高 ， 以 至 形 成 “ 断
层”，这也是垃圾分类推行多年但
成效不彰的原因之一。业内人士认
为，智能回收设备“有偿投放是基
础，有趣运营才是核心”。因为

“返利”现金实时到账，且有一定

科技含量，新鲜有趣，能够激发年
轻人将此视为时尚和潮流，积极参
与，年轻的父母还能为子女树立垃
圾分类的榜样。

智能回收设备还有“铁面无
私”的一面，若未掌握垃圾分类知
识，盲目投放，该设备会记录相关
信息，在清运检查后退回物品，所
获收益须返还给平台。这种得而复
失的情况，对投放者有一定倒逼作
用，将促使居民更加精准分类、投
放，久而久之就会习惯成自然。换
言之，智能回收系统不仅为垃圾分
类解决了“硬件”，还为增强市民
的环保意识提供了“软件”。

其实，在我市，科技已经在垃
圾分类、回收和处理环节中崭露头
角，为实现垃圾的减量化、资源
化、无害化发挥着重要作用。光大
环保能源 （宁波） 公司将厨余垃圾
通过生化处理，并经过技术程序后
用来发电、供热；宁波生化公司运
用先进工艺，将粪便变成可以养
鱼、浇花的“中水”以及大量优质
有机肥；奉化谷堡粮食专业合作社
以稻草为原料开发出防火墙、装饰
板、营养土等产品；奉化黄贤村引

入“二维码评价系统”，使垃圾可
以追溯到户，每天由“裁判”入户
巡检扫码打分，每月总结评比，使
该村成为全市“最洁美村庄”之
一；江北区建筑垃圾及大件垃圾资
源化利用示范基地启用，将废弃大
件家具和各种装潢类建筑垃圾，通
过先进工艺制成可代替煤炭的新型
能源颗粒和护坡砖、草坪砖、免烧
砖等建材成品，使“没价值”的回
收物有了90%的综合利用率……

虽然，有些科技项目远未成
熟，但各种科技成果逐渐渗透到垃
圾回收利用的全链条，影响着人们
的观念和日常生活，这已是不争的
事实。相信经过政府大力引导、企
业积极投入、科学家潜心研发、市
民广泛参与、媒体推广宣传，一定
有更多的科技成果在垃圾收集、分
类、处理等环节发挥更大作用，破
解“垃圾围城”窘境。实现垃圾化
害为利的前景值得期待。

让科技在垃圾分类中发挥更大作用
魏文彪

10 日起，全国铁路实施新
的列车运行图暨暑期运行图。本
次调图，各地铁路警方将重点整
治霸座、滋事等扰序违法行为，
严厉打击“盗抢骗”等违法犯罪
行为，维护良好治安环境。据公
安部铁路公安局副局长白少强通
报，“2019 年上半年我们重点打
击霸座占座、扒阻车门、恶意逃
票、醉酒滋事等违法行为，行政
拘留了 9000 多名违法人员。其
中，处理霸座占座案件 22 起，
处理扒阻车门案件 11 起，情节
严重的违法人员全部拘留了”（7
月10日中国新闻网）。

近些年来，在高铁、公交
车、客运班车等公共交通工具
上的霸座行为时有发生，有些
人甚至还对进行劝阻的乘务员
与旅客实施谩骂、殴打，不仅
严重侵犯被霸占座位旅客的权
益，而且扰乱公共交通秩序，
破坏公序良俗，践踏社会文明，
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各界要求对
霸座行为严厉惩处的呼声十分强
烈。

一些人之所以会在公共交通
工具上实施霸座行为，除了与其
自身法律意识淡薄、素质低下有
关，对于霸座行为的打击力度不

够大，亦是重要原因之一。一些人
实施霸座行为，乃至谩骂乘务员与
对其进行劝阻的旅客后，往往只受
到批评教育，或者道歉了事，其利
益并没有受到很大的触动。如此一
来，一些人自然也就不惮于实施霸
座行为。

其实，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霸
座、扰乱公共交通秩序，已经涉嫌
违反 《治安管理处罚法》。唯有对
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霸座、扰乱公共
交通秩序行为依法严厉打击，该拘
留的拘留，该罚款的罚款，并将违
法人纳入失信黑名单进行惩戒，令
其付出应有的代价，才有利于减少
类似行为的发生。

本次调图后，各地铁路警方将
重点整治霸座、滋事等扰序违法行
为，无疑值得期待。不过，鉴于
霸座、滋事等行为的多发性，在
非调图期间亦会发生，铁路警方
整 治 霸 座 、 滋 事 等 扰 序 违 法 行
为，不应仅仅局限于某个阶段，
而 应 对 此 类 行 为 实 施 常 态 化 打
击，在任何时候只要出现霸座、
滋事等行为，都应当依法予以严
惩。其他公安机关对于其他类型公
共交通工具上的霸座行为，亦应实
施常态化严厉打击，以形成强大的
法律威慑，最大限度地减少乃至杜
绝霸座行为的发生，令公共交通工
具上的秩序得到更好维护。

严打霸座行为应当常态化

王 东

起草公文、制定文件、上报材
料，是基层工作分内之事。然而，
近年来文件材料搬抄拼凑现象屡有
发生。记者梳理统计发现，近八成

“文抄公”集中在基层。基层干部
为什么不愿写文件材料？又是什么
制造了“文抄公”（7 月 11 日 《半
月谈》）？

写材料是基层工作的内容之
一。的确，起草文件、宣传政策、
召开会议、调查研究、总结经验
等，都离不开文字材料。一份定义

准确、措施明确、高度凝练的公文
材料，能够发挥积极的功效；相
反，公文材料模棱两可、自相矛
盾、词不达意，则会影响各项方针
政策的贯彻落实。然而，现实中，
写材料被认为是一种苦活、累活，
以至基层干部不愿写、不想写、不
能写的情况不同程度存在，有的甚
至为了完成工作任务，不得不奉行

“拿来主义”，当起了“文抄公”。
在人手一部智能手机的时代，

干部队伍中出现“文抄公”，就会
给相关部门与干部自身带来一系列
消极影响。这背后，固然有当事人
作风不深入、不扎实，上级审核把
关不严等原因，但文稿材料任务
重、任务急、标准高乃至过度求新
求异等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有

的上午发通知下午要材料，有的材
料为深究一两个词语反复修改几十
次，还有的工作还没开展就在总结
经验，等等。如此这般，共同导致
了基层干部不愿写材料的尴尬。

追本溯源，基层干部不愿写材
料，有上级和下级两方面原因，但
根子在上不在下。从下级的角度
看，为引起关注、得到认可，有的
便通过文字材料的修饰、美化来彰
显政绩，习惯于“实干不够、材料
来凑”，这折射了政绩观的跑偏。
从上级的角度看，一些领导干部不
去项目建设一线、不去改革发展前
沿、不去企业群众身边了解基层具
体工作，了解实效、评判工作存在
以文字材料论英雄的问题，这暴露
了考核考评机制不科学、不完善，

也折射出有的人工作作风不严不
实。

破解基层干部不愿写材料的尴
尬，除了下级要提高思想认识、改
进工作作风以外，最重要的是上级
要树立崇尚实干、注重实绩的干事
创业导向。推动基层减负，不妨从
文字材料过多、过重、过急、过度
追求标新立异等方面入手。上级部
门要自觉摒弃“工作干没干，就看
材料写没写、报告交没交”的思维
偏差，将政绩考核聚焦于改革发
展、重大项目建设、群众关心的民
生热点问题等工作上，为基层减去
无谓的事务，切实引导基层干部集
中精力谋发展、安安心心干事业，
切实让各项工作经得起实践检验、
民众评议。

基层干部不愿写材料根子在上不在下
关注为基层减负

刘志永 绘一 刻 不 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