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3日星期二
海曙 奕多弗、望春工业发展、特

锐德、丰成村一带(8:30-16:00)给力(8:
30-16:00)石契街道:雅渡村 2#公变、雅
渡村 4#公变、雅渡村 7#公变、雅渡村
5#公变、雅渡村 18#公变、奥星汽车
5310300419、雅渡村 8#公变、东方房
产 5318000654、 宁 波 地 铁 产 业
5002187980(8:30-16:00)

江 北 洪 塘 街 道 五 金 锁 具
5001059653（8:00-15:00）

9月4日星期三
江区 洪塘街道旧宅村部分用户、

上 沈 村 部 分 用 户 、 市 政 路 灯
5005068775、欣捷建设 5005184207、振

新 阀 门 5005052367、 艾 克 姆 材 料
5005031707、压 延 厂 1078884（8:00- 13:
00）

9月5日星期四
海曙 后马小区1号变、2号变、西湾

路公变(8:30-16:30)石契街道:迪信通专
变、国骅物业(8:00-15:30)

江 北 洪 塘 街 道 耐 可 邦 制 冷
5001531004（8:00-16:00）慈城镇古巷社
区、始平路、勤丰村、大西门部分用户、伊
村部分用户（（9:00-15:00）

9月6日星期五
海曙 石契街道:东方苑1号配电室

1#，2#公变、东方苑 2 号配电室 1#，

2#公变、东方苑 3 号配电室 1#，2#公
变、东方苑 4 号配电室 1#，2#公变(8:
00-16:00)

江 北 洪 塘 街 道 朝 日 汽 车
5005002902 （8:00-16:00） 慈城镇三联
村 部 分 用 户 、 大 通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5005005706）（8:00-16:00）

增加：
8月26日星期一
杭州湾新区 宁波杭州湾新区公用

事业发展有限公司、慈溪市排水有限公
司、宁波中源欧佳渔具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妈咪宝婴童用品制造有限公司 （9:
00-14:00）

8月27日星期二
杭州湾新区 铁塔股份（9:00-16:

00） 宁波安泰光伏发电有限公司、爱握
乐新能源科技（9:00-12:00）

8月28日星期三
杭州湾新区 管理委员会 （路灯

变）（9:00-15:00）

8月30日星期五
江北 洪塘街道东保小灵峰部队

（5001508706）（8:00-16:00）
杭州湾新区 江南村部分地区、致

味达食品 （9:00-16:30）

取消：
8月29日星期四
江 北 庄 桥 街 道 新 胜 变 压 器

5001535186、新胜充电桩5005164488
8月30日星期五
江北 慈城镇上岙桑园村（8:00-15:

30）
宁波供电公司

网址：95598.zj.sgcc.com.cn

计 划 停 电 预 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市智慧水利一期

工程已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
甬发改审批〔2019〕358 号批准建设，项
目业主为宁波市水资源信息管理中心，
招标人为宁波市水资源信息管理中心，
招标代理人为宁波广通建设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建设资金由财政资金统筹解
决，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项目已具备
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可研暨建设方
案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宁波市。
项目概况：在现有的水利信息化基

础上，建设具有宁波特色的“智慧水
利”，实现智慧感知信息健全、智慧分析
能力提升、智慧应用业务协同、重点领
域智慧管水，为驱动宁波水利现代化管
理，实现水利监管向网格化管理和精细
化管理转变，促进水利工程向标准化管
理转变，促进水利服务向社会化发展提
供支撑。

项目总投资：4571万元。
服务期限：合同签订生效后 5 日内

提交可研暨建设方案工作大纲，30日内

提交可研暨建设方案的详细实施送审
稿，具体进度满足招标人要求，同时施
工现场配合服务从工程开工至工程竣
工验收合格。

招标范围：宁波市智慧水利一期工
程可研暨建设方案（包括水利物联网建
设、智慧水利数据中心建设、智慧水利
综合应用支撑平台建设、智慧水利综合
应用平台开发、基础运行环境建设和安
全保障体系建设、概算编制等实施本可
研暨建设方案相关一切工作）。

标段划分：1个标段。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投标人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注册的独立法人资格，具有有效的营
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

3.2 投标人须同时具备①工程咨询
（水利水电）乙级及以上资信评价等级，
并在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备案；②工程设计水利行业乙级及以上

或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甲级。
3.3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4 拟派项目负责人须具备高级工

程师及以上职称，（注册）专业水利相关
专业，并提供 2019 年 4 月至 2019 年 6 月
连续3个月投标人为其缴纳的养老保险
缴纳证明。

3.5其他：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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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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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相关部门
的官方网站查询结果为准）；

（2）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项目
负责人不得为失信被执行人。产生中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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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派项目负
责人的信息进行查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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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资格审查：采用资格后审。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9

年8月23日至2019年9月11日16时（北
京时间，下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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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上述规定期限的，招标人将不
予受理。

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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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招标文件下载费用 300元（其中
电子交易平台使用费 100 元），售后不
退。

4.4 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招标文

件，有意参加投标申请者在网上购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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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宁波市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资料下载”栏（咨询电话：陈工 0574-
87187966）。

4.6 招标文件异议截止时间：2019
年8月30日16时。

4.7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
与招标代理联系。

4.8未下载招标文件的投标人，其投
标将被拒绝。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

截止时间，下同)：2019 年 9 月 16 日 9 时
30分（北京时间），地点为宁波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宁波市宁穿路1901号市行
政服务中心四楼，具体受理场所详见当
日公告栏）。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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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招标公告在宁波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bidding.gov.
cn）、宁波日报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水资源信息管理中

心
地址：宁波市海曙区卖鱼路64号
联系人：陈老师
电话：0574-89181641
招标代理机构：宁波广通建设项目

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惠风西路 115

号城南商务大厦A座601
联系人：范工、姜工
电话：0574-28852701

13857620565
18968287844

传真：0574-28866973

宁波市智慧水利一期工程可研暨建设方案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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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养犬管理，保障
公民人身安全和健康，维护社会公共
安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
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犬只
的饲养、经营及其管理活动，适用本
条例。

军用、警用犬只及动物园、科研
机构、演艺团体等单位因特定工作需
要饲养的犬只管理，不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养犬管理实行政府部
门监管、养犬人自律、基层组织参与、
社会公众监督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本市对养犬行为实行
分区域分类管理，设立重点管理区和
一般管理区。

本市行政区域内城市、镇的建成
区及区县（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实行
城市化管理的区域为重点管理区，除
重点管理区以外的其他区域为一般
管理区。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将相
关区域的范围向社会公布。

重点管理区内犬只实行登记和
免疫制度，一般管理区内犬只实行免
疫制度。

第五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
府应当加强犬只管理工作的组织领
导，建立犬只管理协调机制，并将登
记、收容、免疫等犬只管理工作经费
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市和区县（市）公安机关应当会同
综合行政执法、农业农村、市场监督管
理、卫生健康、住房和城乡建设、财政
等部门建立犬只管理协调机制，协商
解决犬只管理中的重大疑难问题。

第六条 市和区县（市）有关行
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下列分工，共同
做好犬只管理工作：

（一）公安机关主管养犬管理工
作，负责犬只的登记管理、狂犬和疑
似狂犬的捕杀工作，查处本条例规定
的相关违法行为；

（二）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承担重
点管理区内无主犬只和被遗弃犬只
的捕捉及移送工作，查处本条例规定
的相关违法行为；

（三）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组织狂犬
认定、犬只防疫、死亡犬只无害化处理
和动物狂犬病疫情的监测等工作;

（四）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对相
关犬只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五）卫生健康部门负责狂犬病
预防健康教育、狂犬病疫情监测等工
作；

（六）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负责
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做好管理区域内
违法养犬行为的劝阻、报告等工作。

市和区县（市）财政、发展改革、
教育、自然资源和规划等有关行政主
管部门应当在职责范围内协助做好
养犬管理工作。

第七条 区县（市）人民政府确
定的部门负责各自行政区域内犬只
收容留检工作的监督管理。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
做好辖区内的养犬登记及狂犬病疫
苗接种的组织工作，负责辖区一般管
理区内无主犬只和被遗弃犬只的捕
捉及移送工作。

第八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
府及其相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应当开展依法养犬、文明养
犬、狂犬病防治等宣传教育。

报刊、广播、电视、网站等新闻媒
体应当加强社会公德、养犬管理法律
法规以及卫生防疫的宣传教育，引导
公民养成良好的养犬习惯。

第九条 村（居）民委员会、物业
服务企业和其他物业管理单位应当
配合政府相关部门做好养犬管理工
作，协助开展宣传活动，劝阻不文明
养犬行为，引导、督促养犬人遵守养
犬行为规范。

第十条 鼓励相关养犬行业协
会、动物保护组织等社会团体开展公
益性活动和宣传引导，协助相关部门
做好犬只管理和保护工作。

鼓励、支持公民建立养犬自律组
织，倡导文明养犬行为，普及文明养
犬知识，强化养犬自律意识。

第十一条 公民应当依法养犬、
文明养犬，不得损害他人的合法权
益。

第二章 登记和免疫

第十二条 对本市重点管理区
内的犬只实行登记制度。禁止在重点
管理区内繁殖、经营、饲养危险犬只，
危险犬只的品种由市公安机关会同
农业农村部门确定并向社会公布。

本市实行犬只狂犬病免疫制度，
养犬人应当定期为犬只接种狂犬病疫
苗。

重点管理区内允许饲养的犬只和
一般管理区内经免疫的犬只应当植入
电子标识。电子标识在犬只免疫时一
并植入。电子标识内应当记载养犬人
身份信息、犬只身份信息及免疫情况
等内容。

第十三条 本市实行养犬登记
和狂犬病免疫接种集中办理。各区县

（市）公安机关应当会同农业农村部门
建立统一的养犬登记服务场所，并可
以在动物诊疗机构设立集中办理便民
服务点。

第十四条 公民在重点管理区
内饲养犬只，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有固定住所并独户居住；
（三）无遗弃、虐待犬只行为；
（四）无养犬登记证被吊销的记

录。
第十五条 重点管理区内养犬，

每户限养一只。居民接收临时寄养犬
只超过三十日的，应当办理养犬登记。

重点管理区内准养犬只繁殖幼犬
的，养犬人应当自幼犬出生之日起三
个月内将超过限养数量的犬只自行处
理或者送至犬只收容留检场所。

鼓励养犬人对饲养的犬只实施绝
育。

第十六条 重点管理区内申请
养犬登记的，申请人应当到居住地的
养犬登记服务场所或者集中办理服务
点办理。

公安机关对养犬人的申请依法进
行审核，对符合登记条件的，当场发放
养犬登记证和犬牌；对不符合登记条
件的，不予登记并说明理由。

公安机关在发放养犬登记证的同
时，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依法文明养
犬的要求。

第十七条 重点管理区内，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养犬人应当自相关事
项发生之日起三十日内，申请办理变
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

（一）养犬地、养犬人变更的；
（二）犬只死亡、失踪的；
（三）放弃饲养并将犬只送至犬只

收容留检场所的。
犬只免疫有效期满后，养犬人未

对犬只进行狂犬病免疫接种的，公安
机关应当注销其养犬登记证。

第十八条 犬只接种狂犬病疫
苗后，农业农村部门应当向养犬人发
放犬只免疫牌，并对养犬人身份信息、
犬只身份信息及免疫情况等内容进行
登记。

第十九条 公安机关应当建立
健全养犬管理电子档案和相关信息管
理系统，并与农业农村、卫生健康等部
门实现犬只登记、免疫和监管等信息
共享。

第三章 养犬行为规范

第二十条 养犬人应当遵守下
列规范：

（一）为犬只佩戴犬牌或者免疫
牌；

（二）重点管理区内，犬只应当在
住所内饲养；一般管理区内，危险犬只
应当圈养或者拴养，其他犬只提倡拴
养；

（三）犬只死亡后，应当将犬尸送
至无害化处理场所，不得随意掩埋或
者丢弃；

（四）犬只吠叫时，应当即时有效
制止；

（五）不得伤害、虐待、遗弃犬只；
（六）不得放任犬只恐吓他人或者

驱使犬只伤害他人；
（七）不得实施其他违反法律、法

规规定的养犬行为。
鼓励养犬人投保犬只责任保险。
第二十一条 重点管理区内携

犬出户，应当遵守下列规范：
（一）束犬链、为犬只戴嘴套且由

成年人牵引，主动避让他人；
（二）即时清理犬只排泄物；
（三）不得在禁止遛犬区域和时间

内遛犬。
一般管理区内，养犬人携危险犬

只出户应当遵守前款第一项规定，并
不得携犬只进入重点管理区。

第二十二条 除盲人携带导盲
犬或者肢体重残人携带扶助犬外，禁
止携犬进入下列场所：

（一）国家机关办公场所、医疗机
构（动物诊疗机构除外）、教育机构办
学场所、公共服务办事大厅等；

（二）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科
技馆、体育馆、档案馆、城市展览馆等；

（三）除出租车以外的公共交通工
具；

（四）设有犬只禁入标识的公园、
风景名胜区等。

前款规定以外的场所经营管理
者，可以禁止携犬进入其经营或者管
理的场所，但应当设置明显标识。

第二十三条 在重大节日或者
举办大型活动期间，市和区县（市）人

民政府或者经其授权的部门可以划定
临时禁止携带犬只进入的区域和时
间，并设置明显标识。

第二十四条 公园管理单位可
以在公园内划定犬只活动的区域，设
置标识牌，注明区域范围、开放时间、
警示事项等内容，并设立相应的环卫
设施。

第二十五条 物业服务企业、其
他物业管理单位或者村（居）民委员会
可以向属地公安机关查询本区域犬只
登记信息，公安机关应当在三个工作
日内提供相应信息。

物业服务企业、其他物业管理单
位或者村（居）民委员会获知本区域内
有犬只未依法办理登记的，应当告知
属地公安机关。

物业服务企业、其他物业管理单
位或者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在其管理
服务区域内的显著位置将本区域内的
犬只登记相关信息予以公示。

第二十六条 村（居）民委员会、
业主大会可以依法组织村（居）民、业
主制定养犬公约，对遛犬区域和时间
进行约定，在显著位置予以公示，并设
立标识。

第四章 诊疗和经营

第二十七条 从事犬只养殖、交
易等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
法取得经营许可，并做好犬只经营场
所消毒工作。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销售未经检
验合格的犬只。

第二十八条 开办动物诊疗机
构应当依法办理注册登记，并取得农
业农村部门颁发的动物诊疗许可证；
其中需要安装、使用放射性诊疗设备
的，还应当依法经生态环境部门批准。

第二十九条 重点管理区内的
经营者在经营场所内以犬只招揽顾客
的，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犬只取得养犬登记证；
（二）安排专人看管；
（三）在经营场所外对相关情况予

以明示说明。
第三十条 商住综合楼及底层为

商业的住宅楼内禁止新设犬只养殖、寄
养、交易等经营场所。本条例施行前已
依法设立的，应当依法规范经营。市场
监督管理、公安、综合行政执法、农业农
村等部门应当加强监督管理。

第三十一条 犬只经营、诊疗机
构，应当采取措施，保护环境卫生，即
时有效制止犬只吠叫，避免影响他人
正常生活。

动物诊疗机构应当依法对死亡犬
只和诊疗、整容废弃物进行无害化处
理或者送至指定无害化处理场所，不
得随意丢弃。

第五章 收容留检

第三十二条 区县（市）人民政府
应当设立犬只收容留检场所或者委托
专门的犬只收容留检场所对本行政区
域内的下列犬只进行收容留检：

（一）无主犬只或者被遗弃犬只；
（二）养犬人自愿送交的犬只；
（三）依法没收的犬只。
第三十三条 犬只收容留检场

所应当符合动物防疫条件，配备无害
化处理设施，并制定专门工作规范。

除养犬人自愿送交的犬只和依法
没收的犬只外，犬只收容留检场所确认
收容犬只登记信息的，应当立即通知
养犬人凭养犬登记证在三日内领回。

养犬人领回犬只的，应当承担犬
只在收容留检期间产生的相应费用；
养犬人逾期不领回的，按照遗弃犬只
处理；因犬只未登记致使无法通知养
犬人的，按照无主犬只处理。

第三十四条 犬只收容留检场所
应当允许符合养犬登记条件的个人领
养经检疫合格的无主、弃养、没收犬只。

第三十五条 支持和鼓励行业
协会、动物保护组织等社会团体和动
物诊疗机构依法参与犬只收容、领养
等救助活动。

第六章 监督和管理

第三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
都有权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进行投
诉、举报。

市政务咨询投诉举报平台统一
受理投诉、举报，并按职责分工移交
相关部门处理。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处
理，及时向投诉人或者举报人反馈处
理结果，并为其保密。

第三十七条 区县（市）人民政府
应当将养犬管理工作纳入基层治理网
格化管理体系，并建立相应制度。

网格化管理过程中发现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应当按规定程序告知养
犬管理相关主管部门予以处理：

（一）发现狂犬或者疑似狂犬的；
（二）发现无主犬只或者被遗弃

犬只的；
（三）重点管理区内发现危险犬

只的；
（四）发现未经登记或者免疫犬

只的；
（五）发现违反本条例规定饲养

犬只和携犬出户的。
第三十八条 负有养犬管理职

责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依照法
定程序履行管理职责，文明执法。

公安、综合行政执法、农业农村、
市场监督管理、卫生健康等部门应当
建立执法协作机制，在执法中发现不
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的事项，应当予
以记录，并移交有关部门。

公安机关应当建立违法养犬行
为信息记录制度，并与综合行政执
法、农业农村、市场监督管理、卫生健
康等部门记录的违法养犬行为实行
信息共享。对多次被举报或者被处罚
的养犬人，有关部门应当进行重点监
管。

第三十九条 公安、综合行政执
法、农业农村、市场监督管理、卫生健
康等部门应当将单位和个人在养犬
过程中产生的不良信息，按照有关规
定，纳入统一的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
台，并依法采取相应的惩戒措施。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
经登记养犬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其办
理登记手续，拒不办理的，没收犬只，
并处三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养
犬超过规定数量的，由公安机关责令
改正，拒不改正的，没收其超出限养
数量的犬只，并处三百元以上一千元
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重点管理区
内饲养危险犬只的，由公安机关责令
改正，拒不改正的，没收犬只，并处二
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养犬人未对犬
只进行狂犬病疫苗免疫接种的，由农
业农村部门依据《浙江省动物防疫条
例》的相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四十一条 养犬人违反第十
七条第一款规定，逾期不办理养犬登
记变更或者注销手续的，由公安机关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五十元以
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 养犬人违反第二
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五项规定的，
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处二十元以上
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
犬只，吊销养犬登记证，并处二百元
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养犬人违反第二十条第一款第
四项、第六项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四十三条 养犬人违反第二
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规定
的，由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责令改正，
处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
严重的，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
款，并可以没收犬只，建议公安机关
吊销其养犬登记证。

养犬人违反第二十一条第一款
第二项规定的，由综合行政执法部门
依照市容环境卫生法律法规的有关
规定予以处罚。

养犬人违反第二十一条第二款
规定的，由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责令改
正，拒不改正的，没收犬只，处五十元
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
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四条 犬只经营、诊疗机
构违反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在从
事犬只经营、诊疗活动中干扰他人正
常生活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予
以处罚。

第四十五条 采取威胁、侮辱、
殴打等方式打击报复劝阻人、投诉
人、举报人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
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规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的其他行为，法律、行政法规和省地
方性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
规定。

第四十七条 负有养犬管理职
责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
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未按照本条例
规定履行职责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
上级机关、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自 2019
年 月 日起施行。《宁波市限制养
犬规定》同时废止。

宁波市养犬管理条例（草案）
为了加强养犬管理，保障公民人身安全和健康，维护社会公共安全，市

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了市政府提请的《宁波市养犬管理
条例（草案）》。市人大法制委员会拟在广泛征求意见和进一步修改的基础上
将草案提请常委会会议再次审议。现将草案全文公布，市民和社会各界如有
修改意见和建议，请于9月15日前告知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联系地址：宁波市宁穿路2001号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邮编：315066 联系电话（传真）：89182164
电子邮箱：nbrdfz@ningbo.gov.cn

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
2019年8月26日

关于征求《宁波市养犬管理条例（草案）》意见的通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