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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浙江省财政厅关于
进一步加强新型墙体材料管理工作的通知》（浙经信资源
[2018]136号） 文件精神，2013年至2015年缴纳墙改基金的
部分建筑工程至今仍未办结预缴专项基金退还手续，请符
合专项基金退还条件的缴款单位见此公告后于2019年10月
31日前到我办办理预缴专项基金退还清算手续。若未在规
定时间内办理的，其预缴的专项基金将按规定缴入国库，
我办不再受理。未清算的缴款单位及工程项目名称等内容
详见江北区政府官网，访问路径：宁波市江北区政府网➝
透明政务➝机构窗口 （住建局）➝通知公告 （预缴墙改基
金 公 告）， 网 址 ： http://www.nbjb.gov.cn/art/2019/8/21/
art_113398_9275361.html 。

地址：宁波市江北区天水广场B座412室
联系人：张建龙
电话：87355720、87356075

宁波市江北区墙体材料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8月29日

江北区预缴墙改基金清算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市“三江六岸”滨江休闲带工程奉化江西岸

（琴桥—江厦桥）已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函
[2011]150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宁波城市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招标人为宁波城市交通建设有限公司，招标代理人为德威工程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建设资金由市城建资金统筹安排，项目出资比
例为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资格预
审。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位于奉化江西岸（琴桥—江厦桥）。
建设规模：全长约0.8公里，景观绿化总面积约16854平方米。
招标控制价：31564715元。
计划工期：240日历天。
招标范围：景观铺装、给排水、人行梯道桥、照明、弱电、滨江

文化栏杆、绿化等施工总承包。
标段划分：1个标段。
质量要求：国家施工验收规范一次性验收合格。
安全要求：合格。
3.申请人资格要求
3.1申请人资格要求
3.1.1申请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申请人具备以下①、②资质中的任意一

项，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①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②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与营业执照中
经营范围包含园林绿化类的单位组成的联合体。

3.1.2投标申请人（联合体投标申请的，指联合体各方）如须在
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系统”）登记信息的，其
相关内容已经该系统审核通过；

3.1.3投标申请人（联合体投标申请的，指联合体各方）如在宁
波市建筑市场信用管理系统中具有施工信用评价等级的，须为C
级及以上（以资格预审之日所在季度的企业施工信用评价等级为

准）；
3.1.4投标申请人（联合体投标申请的，指联合体各方）及法定

代表人无不良行为记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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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企业注册地在浙江省行政区域以外的投标申请人（联合
体投标申请的，指联合体各方）已通过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的备案登记。

3.1.6投标申请人（联合体投标申请的，指联合体各方）如在宁
波市建筑市场信用管理系统登记信息的，人工工资担保须显示：
投标申请人已按规定办理人工工资支付担保(保函信息)且在有效
期内，注册地在宁波市行政区域内的，其人工工资支付担保在系
统中须显示登记地为宁波市行政区域内；注册地在宁波市行政区
域外的，其人工工资支付担保在系统中须显示登记地为海曙区或
江北区或鄞州区或宁波市区。

3.2申请人拟派项目经理资格要求：
3.2.1拟派项目经理资格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二级注册建造

师及以上（含临时二级建造师，临时建造师年龄需在60周岁以下，
若在资格预审申请截止时间前发布取消临时建造师相关文件的，
按文件执行），有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证）；

3.2.2拟派项目经理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管理系统登记
信息的，其相关内容已经该系统审核通过；

3.2.3拟派项目经理无在建项目。拟派项目经理在“宁波市建
筑市场信用管理系统”中有未解锁项目的视同有在建项目，因特
殊情况未能解锁的，须提供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相关机
构确认的证明资料。

3.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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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申请，联合体投标申请的，应具
备下列要求：联合体牵头人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
及以上资质，项目经理须由联合体牵头人拟派。

3.4投标申请人（联合体投标申请的，指联合体各方）及其法定
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不得为失信被执行人。在中标候选人公示
前，招标代理人对中标候选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失
信信息进行查询（具体以中标候选人公示日前“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为准），如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取消其
中标候选人资格，该项目重新招标。

3.5其他必要合格条件：详见第三章“资格审查办法”前附表第
2.2条款规定。

4.资格预审方法
4.1本项目资格预审采用有限数量制；
4.2潜在投标人数量要求入围11家。
5.资格预审文件的获取
5.1凡有意参加投标申请者，请于规定的资格预审文件下载时

间内（北京时间，下同，详见时间安排表）登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网站（http：//www.bidding.gov.cn）自行下载资格预审文件。
超出上述规定期限的，招标人将不予受理。

5.2如为联合体投标申请的，联合体所有成员均须办理《宁波
市公共资源交易证》，并由联合体牵头单位购买招标文件，同时在
系统内登记联合体所有成员完整的单位名称。

5.3资格预审文件下载费用300元（其中电子交易平台使用费
100元），售后不退。

5.4如有补充文件请关注本网站，自行下载，不另行提供纸质
版补充文件。

5.5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资格预审文件，有意参加投标申请
者在网上下载资格预审文件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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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d-
d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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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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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人联系。
5.8未在网上购买资格预审文件的单位，其资格预审申请文件

不予受理。
6.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递交
6.1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即资格预审申请截止

时间，下同）详见时间安排表，地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宁
穿路1901号市行政服务中心4楼，具体会议室详见当天电子指示
屏）。

6.2本项目为网上招投标项目，电子资格预审申请文件要求由
宁波网络投标工具V7.4.1生成。除电子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外，投标
申请人还应提供纸质资格预审申请文件一份（仅为招标人存档，
不用于评审）。

6.3电子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须在资格预审申请截止时间前上
传至宁波市公共资源网上交易暨电子监察系统(http://ggzy.bid-
ding.gov.cn:60822/t9/login.jsp)。投标申请人可提交备份电子资格
预审申请文件（光盘或U盘形式），如提交备份电子资格预审申请
文件的，应单独密封包装，且与上传至系统中的保持一致。

6.4投标申请人成功上传加密标书，但因系统故障无法读取
时，方可调用备份电子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投标申请人须成功上
传加密标书，否则不予调用备份电子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如均无
法读取，则作否决投标申请处理。

6.5逾期送达（或上传）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资格预审申
请文件，招标（代理）人不予受理。

7.资格预审文件公告发布
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日报、中国宁波网（www.

cnnb.com.cn）和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www.bidding.gov.
cn）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城市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人：德威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高新区星海南路100号华商大厦6楼
联系人：孙碧君、秦元根
电话：0574-87686064，15257491615；0574-87686672
传真：0574-87686776

宁波市“三江六岸”滨江休闲带工程奉化江西岸（琴桥—江厦桥）施工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大河公园景观提升改造项目已由宁波国家高新

区经济发展局以甬高新经【2019】31号、甬高新经【2019】60号文
件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宁波国家高新区（新材料科技城）公共
项目建设中心（宁波国家高新区建设房产监察大队），招标人为
宁波高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招标代理人为中冠工程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区财政，项目出资比例为100%。项目
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甬新河（河道北侧通途路至杨木碶路段，河道南

侧通途路至新杨木碶河）及老杨木碶河（新晖路至甬新河段两
侧）。

建设规模：本项目对现有沿河园路进行铺装、栏杆、景墙、绿
化提升，增设坐凳、垃圾桶及其他配套服务设施等。工程全长约
2.5公里，面积约23500平方米。

项目总投资：约799万元。
招标控制价：6310086元。
计划工期：120日历天。
招标范围：施工图范围内的景观提升工程施工及保修（详见

施工图及工程量清单）。
标段划分：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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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包括园林绿化类相关内容，并在人员、设
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2 投标人若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有信
用等级的，其施工企业信用等级不得评为D级（以开标之日所在
季度的系统提供的信息为准）；

3.3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4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园林绿化类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

需提供投标人在2019年5月至2019年7月连续三个月为拟派项

目经理缴纳的社保证明（以社保部门出具的社保证明为准）；
3.5拟派项目经理应无在建项目（同一工程项目分段发包或

分期施工的除外）；
3.6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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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规定的招标文件下载时间内（北京

时间，下同，详见时间安排表）登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网高新区分
网（http://gaoxin.bidding.gov.cn/）自行下载招标文件，未购买招标
文件的投标人，其投标将被拒绝。

4.2招标文件每套售价300元，售后不退。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即投标截止时间，下同）详见

时间安排表，开标地点为宁波国家高新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
标室三（宁波高新区广贤路 997 号行政服务中心南楼 3 楼 311
室）。

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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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发布
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网高新区分网

（http://gaoxin.bidding.gov.cn/）、宁波日报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高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高新区广贤路997号创新孵化大楼北楼10层
联系人：王工
电话：0574-87909128
招标代理机构：中冠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新晖路155号东城国贸19楼
联系人：王玲、王佳
电话：0574-87298569、15267880783
传真：0574－87355652-803

大河公园景观提升改造项目施工招标公告

NINGBO DAILY12 时评//广告
2019年8月30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杨继学 电子信箱：llplb@sina.cn

易其洋

这个夏天，“垃圾分类”同天气
一样热腾腾。关注“垃圾分类”，听到
看到一些议论和现象，有了五点想
法。

“撤桶并点”必须推行
以前，每个楼门口都有垃圾桶，

居民随时好扔垃圾，啥垃圾都往一
个桶里扔，确实方便。垃圾分类，源
头分类是关键。不是说个人自觉没
用，而是说自觉往往靠不住。要让居
民分类并分类到位，必须有监督。而
垃圾投放的点位越多，监督的质量
就越差、成本就越高。为降低监督成
本，提高分类质量，“撤桶并点”是监
管源头分类最有效的办法。

大规模实施“撤桶并点”，好处
显而易见：早晚集中投放时段，有人
在桶边督导，“开袋检查”更细致，过
去点位多时，居民投放垃圾难以监
管、难以取证的问题就好解决，分类

“优秀率”必然大有提高。而且，“撤桶
并点”后，也便于清洁人员收运垃圾。

“撤桶并点”，许多人抱怨、抵
触，在有些小区里，楼门口垃圾桶撤
了，有人便把垃圾扔地上。有人说，

“撤点应缓步推，定点位置要合理”，
我认同后半句，坚决反对前半句。改
变必然带来不适应，如果人人只图
自己方便而不顾大局、不愿改变，那
再好的事情也做不成。当然，除了

“定点位置要合理”，也要考虑年轻
人作息时间不规律，早晚定时投放
垃圾有困难的现实，像有些小区那
样设置“误时投放点”。“撤桶并点”
后，有人乱扔垃圾，社区工作没做
好，就该挨批受罚；社区该做的做到
了，还有人“顺手一扔”，那就不能坐
等其“慢慢养成习惯”，而是要加大
督导和惩处力度。

宣传：造势与落地
有媒体在一个社区搞调查，

52%的居民认为垃圾分类“宣传力度
不够”。这种看法，不是孤立的。但我
认为，所谓“宣传力度不够”，更该是
指“怎么分类”而不是“应该分类”的
问题。或者说，相关部门和媒体的宣
传重点，应该从“造势”转向“落地”。

上海垃圾分类被称为“史上最
严”，搞得全国皆知，就是很好的“造
势”。宁波媒体，多年来对垃圾分类
的报道从未间断，今年更是大张旗
鼓。但用过的餐巾纸、灯泡、粽子叶、
大骨头、干电池、过期药品等分别属

于什么垃圾，许多人傻傻搞不清。不
是说这些人反对垃圾分类，而是说
从“该做”到“会做”，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宣传垃圾分类，重要的是在

“落地”上下功夫，内容和形式不能
想当然，要认真听取居民需求，不能
乱撒钱。宣传工作做得好的，要总结
经验、广而告之，做得不好的，要对
症下药、辩证施治，而不是一刀切、
大呼隆。

垃圾分类志愿者多多益善
垃圾分类，说得再多再好，总有

人不愿分、不会分，督导就不可或
缺。垃圾分类做得好的小区，除了专
职督导员，志愿者发挥着重要作用。
社区的垃圾分类志愿者，多是时间
充裕、耐心足、节俭意识强、做事认
真的老人。垃圾分类是项大工程，督
导工作不是做一天两天，而是好多
年甚至几十年。天天有人督导，每个
垃圾桶边有人督导，志愿者自然多
多益善。

这些年，在宁波，不分男女老
幼，参与志愿服务的人越来越多。做
垃圾分类志愿者，督导别人，自己先
得学习，先得做到位。正人先正己，
垃圾分类，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好表
率带好头，形成“扩散效应”。“童子
功”会伴人一生，垃圾分类“从娃娃
抓起”，一定事半功倍。

引导与惩罚
有人不分类或分类不到位，有

管理者说，等10月1日《宁波市生活
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实施了，要狠狠
罚他。有了法律，就得严格执行，当
然没错。但我以为，还是要处理好引
导和惩罚的关系。

就像杭州一位老人所担心的一
样：“我不识字，垃圾分不清爽，会不
会被罚款？”有些人分不清爽，可能
只是“能力问题”，而不是“意愿问

题”，要监督，更要引导。只要认真在
做，就算有人一时做不好，也不要一
上来就严罚，搞得人人自危，引发逆
反心理。对于那些真心不当回事，劝
说无效甚至屡教不改的，自然要依
法严处。对于做得好的，也要有奖
励，一是奖励垃圾分类做得好的，二
是奖励垃圾减量做得好的——减少
过度消费、环保消费，产生的垃圾自
然更少。

决心与耐心
垃圾分类做得好，日本花了 27

年，德国用了近 40年。我们有“集中
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应该有“刻不
容缓、只争朝夕”的决心。破解“垃圾
围城”危机，我们投入的财力物力人
力不少，但十多年下来，“只是火了
五颜六色的垃圾桶”。这次“再出
发”，决心更大，也要认识到，垃圾分
类说说简单，但涉及千家万户，关乎
每个人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生活习
惯的改变，不可能一蹴而就。习惯需
要长期养成，推进垃圾分类，要有决
心，更要有耐心，不能妄想一口吃成
胖子，得有“数十年如一日”的耐心，
一步一步向前走。

一个人新习惯的形成并巩固至
少需要 21 天，行为心理学称之为

“21 天效应”。垃圾分类“21 天习惯
养成”，理论上可以，有人保证做得
到，但现实纷繁复杂，绝不能太过乐
观。比如，还有居民反映保洁员混投
垃圾。这种现象也许不多，但破坏力
极大，会让居民觉得在做“无用功”。
不及时纠正，可能前功尽弃，甚至留
下难治的“后遗症”。垃圾分类，要盯
牢源头，也要看紧收集、运送、处置
等环节。对于不按规定收集、运送、
处置者，要严惩不贷，决不能再像以
前那样居民“很生气”，监管部门“打
哈哈”。

说说“垃圾分类”的五件事儿
郑建钢

作为宁波人文精神的形象代
表，以“宁波小知”为设计灵感的全
新一批文创系列产品，8月 28日亮
相“创意宁波地铁展”。钥匙扣、T
恤衫、书签、抱枕、零钱包……小到
盈盈一握，大到能抱个满怀，琳琅
满目的文创产品将这场“小知文创
市集”的几个区域占了个满满当当

（8月29日《宁波晚报》）。
以著名的宁波汤圆为雏形的

“宁波小知”，设计的重点放在体现
本地地方特色上，既有显著的地域
特点，又有突出的视觉效果，人见
人爱的“汤圆脸”强势吸粉就在情
理之中。

文创产品种类繁多，用途广
泛，涉及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既
能当日用品，又能当收藏品，还可
以作为馈赠宾客的礼品。创意十
足、设计新潮的文创产品让人爱不

释手，深受公众的喜爱，已经受到
越来越多的关注。有统计数字表
明，随着文创市场的日趋成熟，阿
里平台 2019 年博物馆跨界文创产
品销售规模相比 2017 年增长 2.5
倍，远超平台整体增速。

与此同时，文创产品作为“移
动的风景”，是当地旅游资源的补
充和延伸，有助于旅游景区二次消
费，也是景区摆脱门票经济、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途径。眼下，来自五
湖四海的游客，“买买买”的能力非
同寻常。试想，如果让为数众多的
游客两手空空地离开，恐怕不只是
游客的遗憾，更是旅游景区以及旅
游城市的损失。

作为一个地方的旅游形象代
表，富有地域特色、创意独特的文创
产品，能够给游客带来较为强烈的
视觉冲击，从而有效地触发游客的
消费冲动，让游客从内心感觉值得
拥有。

在今年 4 月举行的 2019 年中
国旅游商品大赛上，由江西省泰和
县选送的协泰彩印·西餐纸质餐碟
荣获金奖。这款一次性纸质餐碟实
用美观、携带方便、绿色环保，且品
种多样，富含民族文化元素，作为
旅游商品应该具备的特色几乎面
面俱到，被认为“是一款传播文化、
传 递 旅 游 目 的 地 信 息 的 优 秀 作
品”，批量远销北美、欧洲、大洋洲
等地区。由于其设计理念新颖，实
用性突出，让参观者爱不释手，更
让人“忍不住想掏腰包”。

文创产品必须具备造型吸人
眼球、符合实际生活需求、融入文
化特色等特点。这就需要设计者深
入了解当地的传统文化和民俗风
情，又具备创新思维，多方面满足消
费者的喜好和实际需要，用心打造
出有本地特色、有创新意味、有审美
趣味、有实用价值的文创产品，使之
成为当地一张亮丽的名片。

文创产品接地气才有生命力

朱晨凯

3 名市民因为在月湖水域野
泳，被海曙区相关部门处以每人
350元的行政处罚。据天一阁·月湖
景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对月
湖内违规游泳等不文明行为将开
展常态化整治（8 月 28 日《宁波日
报》）。

千年月湖，从未缺过泳客。如
今，在月湖里游泳成了不文明行
为，被明令禁止，执意下水的还会
被罚款。这很容易引起一些市民的
误解。譬如，本地某论坛对此有个
专门的讨论帖，其中很多网友对

“月湖里不能游泳”的规定表示不
理解。

月湖里不能游泳，规定的出发
点首先不是文明问题而是安全与
法律问题。管理部门说得很清楚，
在月湖内游泳不仅存在安全隐患，
破坏水质、影响景区环境，也违反

了《宁波市城市绿化条例》的相关
规定。警方资料显示，冬夏两季是
溺水警情高发时段，特别是 7 月份
会达到峰值。梳理 2018 年 1 月至
2019年 5月的数据，可知在成年人
溺水事件中，野泳高居第一位。可
以游泳的地方很多，但命只有一
条，在数据面前，这种禁止的必要
性不言而喻。

月湖里不能游泳，其实也是月
湖的文化属性所决定的。月湖是宁
波的文化标志之一，有着独特的文
化属性。月湖始凿于唐代，北宋年
间形成“十洲”胜景，虽然是自然景
观“出身”，但有着丰富的文化内
涵，天一阁·月湖景区能够被评为
国家 5A 级景区，其文化属性是重
要原因。

月湖的身份在转变，内涵在丰
富。今天我们对月湖泳客进行批
评，不只是因为月湖不是可以畅泳
的自然湖泊，也因为它的文化属

性。就像今年五一长假期间，杭州
西湖有游客仅仅是把脚伸进西湖
戏水，就引来“把西湖当洗脚盆”的
指责，也是因为大家默认了西湖的
风雅更重要。

不雅的并非游泳，而是“违规”
游泳。比如，日湖有专门划分的游
泳区域，有专门的游泳时间段，超
范围游泳的会被及时制止。规则明
确，在这里游泳就没什么不雅，还
成了日湖一景。但月湖不一样，如
今它是国家级景区，以文化为重要
特色，是城市的文化标志物，需要
人们树立共同的认知、认可和保护
意识。维护月湖的风雅，减少戏水
的喧嚣，保持其浓郁的文化氛围，
禁止游泳的规定是不难理解的。

不难发现，一些泳客在月湖里
游泳，更多可能是追求在自然水域
游泳的畅快感。但仔细想想，在月
湖里游泳，要被管还要被罚，且和
月湖的风雅格格不入，游起来还偷
偷摸摸，确实也谈不上多畅快。自
然水域有很多，作为文化符号的千
年月湖，宁波只有一个。月湖泳客
对“下水冲动”的克制，何尝不是对
月湖的保护？

月湖里为啥不能游泳

社区督导员扫描垃圾袋上二维码追踪住户信息，进行上门督导。
（丁安 邱琳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