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招标条件
宁波杭州湾新区十一塘高速公路一期工程已完成工程可

行性研究报告（以下简称《工可报告》）的编制，将按照经营性公
路建设，经宁波市人民政府同意，宁波杭州湾新区管委会批准，
由宁波杭州湾新区交通运输局（以下简称“招标人”）负责该项
目投资人的招标工作具体实施，决定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选择
本项目的投资人。本项目招标代理机构为浙江五洲工程项目管
理有限公司。本次招标实行资格后审。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概况
项目位于杭州湾新区；一期工程起自杭州湾跨海大桥

K78+380.660（设计桩号）处，距离南岸服务区向北约为 4.13 公
里，设置枢纽互通与杭州湾跨海大桥连接，向西预留主线西延
条件；路线向东延伸，于十一塘海堤外侧约 200米布线，上跨杭
州湾大道，并设置单喇叭互通与之连接。其中一期杭州湾跨海
大桥互通、杭州湾大道1-16互通均实施本期所需方向，但互通
方案一次性设计，工程实施实际桩号范围为 K0+342～K2+
434，主线建设里程为2092m。

投资估算总金额 106 亿元，其中一期工程总投资约 25 亿
元。计划2022年完成一期工程后正式投入运营收费。

根据《收费公路管理条例》及《收费公路权益转让办法》等
有关规定，本项目招标的收费期上限为25年。

2.2招标范围
本次招标范围为宁波杭州湾新区十一塘高速公路工程项

目投资人。中标后，投资人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
他相关法律和政策规定组建项目公司，由项目公司对项目的筹
划、资金筹措、建设实施、运营管理、债务偿还和资产管理等全
过程负责，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并在特许权协议规定的特许经
营期满后，按照特许权协议的约定将公路（含土地使用权）、公
路附属设施及相关资料无偿移交给交通部门。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备的资格条件包括：

（1）在中国境内（含港、澳、台）依法注册的企业法人，且合
法存续，没有处于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等不
良状态；

（2）总资产20亿元人民币以上，注册资本5亿元人民币（含
5亿）及以上（或等值货币，汇率以招标公告发布之日中国银行
外汇牌价中卖出价为准，下同，截至2019年7月1日）。最近连续
三年（2016-2018年）每年均为盈利，且年度财务报告应当经具
有法定资格的中介机构审计；财务状况良好，没有处于财产被
接管、冻结、破产或其他不良状态，无重大不良资产或不良投资
项目；具有不低于项目投资估算的投融资能力，其中 2018年末
净资产不低于项目投资估算的35%；

（3）根据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的货币资金，其 2016-2018 年
期末年货币资金平均达到3亿元；

（4）商业信誉良好，在经济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近
三年（2016-2018年）内财务会计资料无虚假记载、银行和税务
信用评价系统或企业信用系统中无不良记录，未被交通运输
部、浙江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取消投标资格或禁止进入公路建
设市场；

3.2 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所有成员数量不得
超过2家，各方均应符合本招标公告第3.1款规定的各项资格条
件，且联合体牵头人应当作为项目公司投资控股方。同一投标
人不能同时参加两个及两个以上的联合体，也不能既独立参与
投标又参加联合体参与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9 年 8 月 15 日至 2019 年 8

月21日（以下载成功时间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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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按上述
要求下载招标文件的投标人，其投标将作否决投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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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标人如有澄清和修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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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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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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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文件网上下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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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19年10月25日9:30（北京时间，下同），地点为宁波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宁波市宁穿路 1901 号行政服务中心 4 楼，具体受
理场所安排详见当日公告栏）。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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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招标人将于下列时间和地点组织项目推介会，请已报
名参与投标并有投资意向的单位按时参加会议，随带符合投标
人资格条件书面资料，以详细了解投资项目情况，减少投资风
险：

项目推介会时间：2019 年 8 月 22 日 14 时，地点：宁波市杭
州湾新区滨海二路1188号七楼会议室

6.投标保证金
投标保证金金额：人民币伍佰万元整；
形式①：银行电汇直接缴入以下账户。

保证金到账截止日期：2019 年 10 月 22 日 16：00 之前（北京时
间，以资金到账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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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具，银行保函

应采用招标文件提供的形式，且应在投标有效期满后 30天内保持
有效，招标人如果按规定延长了投标有效期，则投标保证金有效期
也相应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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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必须从投标人的基本账户汇出；投标
保证金采用银行保函形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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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人。3、如招标项目允许以联合体名义参加投标的，应当由联
合体牵头人交纳投标保证金；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http://www.

bidding.gov.cn）和宁波日报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杭州湾新区交通运输局
地址：杭州湾新区
电话：0574-63075539
联系人：胡工
招标代理：浙江五洲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海曙区长春路70号浙江外经贸宁波大厦8楼
电话：15824517879
传真：0574-87488893
联系人：鹿东、石祥法、王爱花

宁波杭州湾新区十一塘高速公路一期工程（投资人）（重招）

标段号

001

金额 （元整）

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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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01983671050500863-1068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名称为东部新城核心以东片区 B1-11#地块

环境质量调查与风险评估项目，项目业主为宁波市东部新城
开发建设指挥部，建设资金来自自筹，项目出资比例为100%。
项目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

营业执照或者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3.2 投标人资格要求：⑴.2019 年开具的缴纳税收的凭据

证明材料复印件；如依法免税的，应提供相应文件证明其依法
免税；⑵.2019 年开具的缴纳社会保险的凭据证明材料复印
件；如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应提供相应文件证明
其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⑶.提供具有履行合同所必
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书面声明。

3.3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但联合体成员不得超过 2
个，并提供联合体协议书，明确成员间的权利与义务。

3.4投标人、投标人法定代表人及拟派项目经理无不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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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法定代表人及其拟派项目经理不得为
失信被执行人。招标代理人对投标人、投标人法定代表人及其
拟派项目经理失信信息进行查询（具体以开标当天“信用中
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 查询为准），若为失信被执行
人的，则否决其投标。若在开标当天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无法
查询且一时无法恢复的，可在中标公示期间对中标候选人进
行事后查询，如中标候选人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则取消中标候
选人资格。

3.6本次招标资格审查方式为资格后审。
3.7投标人要求澄清招标文件的截止时间：2019年8月26

日16:00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9年8月15日至2019年8
月 21 日 16：00（北京时间，下同），携带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或者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复印件）至宁波市斯正项目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宁波市宁穿路 566 号创意三厂 3 号楼 2 楼）
购买招标文件。超出上述规定期限的，招标人将不予受理。

4.2招标文件每套售价300元，售后不退。
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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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标保证金金额及形式如下：

5.2保证金提交截止时间 2019年 8月 30日 16：00时（北
京时间，以资金到账时间为准）

5.3保证金必须从企业基本账户汇出。
6.投标文件的递交
6.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19 年 9 月 5 日 14 时，地点为宁波市斯正项目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宁波市宁穿路566号创意三厂3号楼）1楼开标室。逾期递交
或不符合规定的投标文件恕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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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介：宁波市斯正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网站、中国宁波网、

宁波日报。参加投标的投标人有义务在招标活动期间关注上述公
告发布媒体，公布信息视同送达所有潜在投标人，不再采用其他
方式传达相关信息，若因未能及时了解到上述网站上发布的相关
信息而导致的一切后果自行承担。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东部新城开发建设指挥部；
联系人：金工；
联系电话：0574-89187767；
招标代理人：宁波市斯正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宁穿路566号创意三厂3#楼2楼；
联系人：徐工；
电话：0574-87565555-9830；传真：0574-87158610；

东部新城核心以东片区B1-11#地块环境质量调查与风险评估项目招标公告

序号

1

工作内容
对东部新城核心以东片区B1-11#地块进行环境质量调查与风险评估，

根据详勘与评估结果，进行修复方案的编制，并进行最后的场地修复竣工检测。

数量

1批

技术要求
详见招标文件

“第四章 招标项目要求”

标段号

001

金额(元整)

15000

形式

银行缴纳

收款人
宁波市斯正项目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浙商银行

宁波江东支行

银行账号

3320020410120100102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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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砥砺奋进！70年芳华蝶
变！

新中国成立 70年来，阿拉宁
波人跟随着祖国前进的脚步，以
自己的勤奋、务实与创新，书写
着一页又一页的时代华章。

这一切，被很多摄影家与摄
影爱好者们用镜头记录了下来。

为迎接新中国七十华诞，第
十二届宁波网络文化节特别推出

“宁波·光影七十年”摄影大赛，
期望通过汇集、展示留存的影
像，以不同视角呈现宁波 70年来
的发展轨迹，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宁波取得的丰硕成果。

本 次 摄 影 大 赛 由 市 委 宣 传
部、市委网信办主办，市互联网
发展联合会、中国宁波网承办，
市摄影家协会协办。大赛将分图
文组和摄影组两类：

1、光影微记忆 （图文组）：
以图文结合的形式，讲述反映

70 年蝶变的“宁波故事”。配文字
数建议为1000字至2000字，文、摄

可分署不同人，请在投稿中说明。
2、时光映刻 （摄影组）
以历史和纪实照片为主，画

面生动、活泼、真实。照片可以
是单幅，也可以是组图，并配以
文字说明。

作品要求：
1、内容健康向上，彩色、黑白

不限；
2、可以单幅，也可以为组照；
3、不得进行电脑合成处理，但

可利用相关软件进行图片尺寸、大
小、亮度、对比度、饱和度等的调整；

4、图片应为 jpg 格式，长边不
小于1000像素；

5、图文故事必须原创，如有侵
犯他人著作权、肖像权、名誉权等
行为，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纠纷由
参赛者自行承担。一经发现，比赛
资格自动取消。

奖项设置：
本次比赛按参赛类别设置奖

项，将在初选后通过网络投票和专
家评审决出：

1、光影微记忆（图文组）：
最佳图文作品 5件，每件奖励

2000元；
优秀图文作品 10 件，每件奖

励1600元；
入围图文作品 15 件，每件奖

励1000元。
2、时光映刻（摄影组）：
最佳图片作品 5幅（组），每幅

（组）优秀图片奖励1000元；
优秀图片作品 15 幅（组），每

幅（组）优秀图片奖励800元；
入选图片作品 50 幅（组），每

幅（组）优秀图片奖励300元。
此外，参与活动者还可参与投

稿人幸运大抽奖，主办方将随机抽
取150名投稿人，各奖励50元。

参赛方式：
1、将相关作品打包寄送至邮

箱：nb81850@qq.com，邮件中备
注文、摄创作者及联系电话；或
者扫描文末二维码直接递交作品。

2、投稿截止时间：2019 年 9
月10日。

特别提醒：
1、本次比赛中图像成果的版

权归创作个人所有，其使用权归
大赛主办方所有，任何团体及个
人在未经大赛主办方及相关个人
许可的情况下不得使用。

2、参赛者一旦上传照片参
赛，即视为认同上述规定，主办
单位对大赛拥有最终解释权。

据 悉 ， 这 次 大 赛 还 将 举 行
“宁波·光影七十年”线下分享
会。届时，将邀请著名摄影家、网友
代表、获奖选手从作品的不同角度
畅谈宁波 70 年的发展变化。部分
获奖图片将在三江口 LED 巨幕广
告屏进行展出，并将结集出版。

（张枫）

全城动员！重奖寻找不能忘却的微记忆

70年宁波蝶变：邀您一起“拼图”

近年来，“空调外机掉落伤人”
事故时常见诸全国各地媒体，而在
中国宁波网民生 e点通群众留言板
上，针对高层住宅空调外机无序安
装的网友投诉也是不胜枚举。

有网友在平台上提出两大质疑：
1、宁波高层住宅业主，是否可以将空
调外机直接外挂在外墙？2、空调外机
挂在外墙，由哪个部门管理？

对此，宁波市住建局近日做出
明确答复：一、高层住宅不能将空调
外机直接外挂在外墙。浙江省住宅
设 计 标 准 DB33／1006- 2017 第
6.5.1条规定：住宅应设置安装空调
外机、热水系统机组等设施的设备
平台或室外搁板。本条为强制性条
文，必须严格执行。室外机无序安
装，会严重破坏建筑立面的整体性
和美观性，影响居住区环境和城市
景观，同时还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如果室外机的安装采用铁质三角支
架，不仅安装支架缺乏质量检验依

据，而且生锈支架悬在空中，会危及
居民的人身安全。二、相关投诉由属
地综合行政执法局进行查处。

相关法规已就此作出明确规
定，但实际情形又如何呢？根据网友
投诉，近日，记者实地走访了多个存
在安全隐患的小区。

在高新区涨馨苑，记者看到，1
幢、4 幢、8 幢住宅楼均有空调外机
外挂的情况。居民们反映，小区中的
高层住宅在交付时已预留了至少两
处设备平台，但有些业主将这些设
备平台私自包入室内，导致无处安
放空调外机。

江北区滨湖晴园同样存在类似
情况。记者看到，小区 8幢的一位业
主将设备平台变成了花圃，而空调
外机则“让位”到了外墙上。

海曙区丰馨苑存在多处外挂空
调的现象。在 8幢住宅楼西侧，一户
业主将设备平台内包，而空调外机
则使用铁质脚架悬在外墙；17幢住

宅楼的一户业主在设备平台上种上
了花草，空调外机也用铁架挂在了
一旁的外墙上。

在鄞州区舟宿云庭，记者发现，
空调外挂的情况更是普遍，几乎每
幢楼都有。

记者走访调查发现，空调外机
外挂的原因基本上是因为设备平台
出了问题。除了一些设备平台被挪
作他用外，还有些小区是因为设备
平台面积太小，无法放下所有的空
调外机，或者是没有配备设备平台。

面对网友投诉，8月16日，宁波
市住建局再次就《浙江省住宅设计
标准》的适用性做出补充答复：《浙
江省住宅设计标准》是对所有住宅
的要求，都不能外挂空调外机。该标
准施行日期为 2017年 12月 1日，但
对于该标准实施前的住宅没有设备
平台，以及直接挂在外墙的外机如
何处理，目前尚无相关处理规定。

“高层住宅空调外机外挂，实在

是太吓人了。风吹日晒雨淋，那些铁
架如果松动了，后果将不堪设想。”
采访中，记者发现这一担忧在上述
小区里几乎无处不在。有业主形容，
前几天刮台风，自己经过楼下时“步
步惊心”！

虽然对于 2017 年 12 月 1 日之
前设计的住宅没有强制性规定，但
面对这一看得见的安全隐患，还是
请有关部门引起高度重视！为此，网
友提出三点期盼：

第一，有关部门应对各高层住
宅业主违规使用设备平台、乱挂空
调外机的行为进行一次全面摸底排
查，并对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整改；
第二，应从源头管起，查处开发商对
设备平台使用的违规宣传行为，以
及业主对设备平台的违法改造行
为；第三，对于没有设备平台的老旧
小区，应加强日常巡查，及时维护、
更新空调支架。

（傅钟中 石景 陈超逸）

过往居民“步步惊心”

空调外机别再挂在外墙了

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积极响
应辖区政府号召，建立领导干部

“一对一”联系服务企业机制，领
导班子和相关业务科室骨干组
队，深入企业一线，主动服务、
精准施策，为企业的转型升级发
展提供税务力量。

一是走访调研，共谋发展。
通过多种形式的深入调研和实地
走访，宣传新出台的税收优惠政
策措施，帮助企业谋划转型升级
思路。

二是排忧解难，共破难题。
根据企业实际经营情况，针对性
地加强税收政策指导，尤其是对
企业的遗留问题以及新困难新矛

盾，提出可行性建议，帮助企业
减少涉税风险。

三是倾听建议，共促升级。
为切实建立长效服务管理机制，
点对点、面对面为企业提供有利
政策支持，该局还把企业财务人
员对税务稽查的意见和建议作为
改进工作的重要依据，力求最大
限度地减少稽查工作对企业生产
经营的影响，营造健康良好的营
商环境。

截至目前，该局已走访联系
辖区企业 12家，具有针对性的帮
扶指导和高效服务获得了纳税人
的一致好评。

（赵渟婷）

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积极联系服务辖区企业

上周三，美丽的橙色环卫服成
为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东
部院区的一抹亮色。来自鄞州区的
150余位优秀环卫工继今年5月在
该区接受爱心体检后，又集中享受
了一次暖意融融的专家特别义诊。

据了解，这次特别公益行动由
宁波日报报网、鄞州区综合行政执
法局（城市管理局）共同组织策划，
太平洋产险宁波分公司和李惠利
医院东部院区倾情支持。

为了让平日里少有机会进行
体检的“城市美容师”们能及时了
解自身健康状况，做到潜在疾病的
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4家单位全
力协作，根据环卫工的工作特点，送
上了一个爱心满满的定制式体检大
礼包。环卫工们除了享受包括B超
和 CT 在内的内外科全面体检外，
还集中接受了一条龙式的专家义诊
服务。上周三，来自李惠利医院东部
院区的甲乳外科吴伟主主任医师、
胸外科毛争春主任医师以及肝胆胰
外科郑四鸣副主任医师现场坐堂，
仔细查看环卫工们的体检报告，并
逐一给出了专业的健康指导建议。

“真没想到，宁波的好心人为
我们准备了免费体检和义诊，实在
是太感谢了。”来自安徽的纽为满

来宁波已经 14 年了，一直从事环
卫工作。纽大哥告诉记者，他每天
从早上四时工作到下午四时，下班
后还要接孩子放学，几乎没有时间
去医院，也没怎么关注过自己的身
体健康。

鄞州环卫中心兴宁所的徐大
叔今年 50 岁，采访中，他连声道
谢，并说：“这次检查，发现自己肺
部有点小问题，我一定会根据专家
的建议，做好下一步的治疗。”

“无论是炎夏酷暑，还是三九
寒冬，我们的环卫工坚守岗位，为
宁波的城市文明作出了不可或缺
的奉献。”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
医院副院长章晓军也于义诊当日
来到现场，她代表医院医护人员向

“城市美容师”们表达了由衷的感
谢，并呼吁更多的爱心人士加盟这
一爱的行列，共同关注和守护环卫
工们的健康。

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单位，太
平洋产险宁波分公司副总经理阮
宇红还为环卫工们带来了该公司
全体员工的问候。她说，宁波的干
净与美丽离不开每一位环卫工作
者的辛苦与付出，作为企业，他们
会担当更多的社会责任与使命。

（仇龙杰）

宁波太保产险、李惠利医院东部院区倾情支持

150余位环卫工参加暖心义诊

公益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