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姚江东路（环城北路-机场路）工程Ⅱ标段已由宁

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15]4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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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代理人为浙江科信联合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建设资金由市、区两级筹措解决，项目出资比例为100%。项目
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监理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西至机场路，东至环城北路,其中Ⅱ标段范围为

桩号K2+020-K3+025.21
建设规模：全长约1公里
建设项目工程概算投资额：建安费80932658元
质量控制目标：同施工质量要求
安全控制目标：同施工安全要求
进度控制目标：同施工工期
施工监理服务范围和内容：道路工程、桥梁工程、新建框架

桥引道工程、排水工程、交通安全设施工程、交通科技设施工程、
绿化工程、电力排管、路灯工程、给水工程等的施工全过程监理

施工监理服务期：同施工工期保持一致
施工监理服务标段划分：1个标段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资格要求：
3.1.1投标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
3.1.2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监理乙级

及以上资质或工程监理综合资质；
3.1.3投标人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以下简

称“系统”）中的监理企业信用等级不得评为 D 级（以开标之日
所在季度系统提供的信息为准）；

3.1.4投标人须在系统录入信息的，相关内容应在系统中审
核通过；

3.2投标人拟派总监理工程师资格要求：
3.2.1拟派总监理工程师须具备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

注册专业为市政公用工程；
3.2.2拟派总监理工程师须在系统录入信息的，相关内容应

在系统中审核通过；
3.2.3拟派总监理工程师无在建项目。
3.3其他要求：
3.3.1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总监无不良行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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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企业注册地在浙江省行政区域以外的投标人已通过浙
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备案登记；

3.3.3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总监理工程师不得为失信
被执行人。如在预中标候选人公示前经“信用中国”网（www.cred-
itchina.gov.cn）查询有“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的，取消预中标候选人
资格，重新招标。

3.3.4拟派总监理工程师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
统”中的未解锁项目视为在建项目，因特殊情况未能解锁的，在资
格审查申请文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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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5各投标人均可就上述标段中的1个标段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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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网
站（http：//ww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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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标地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四楼（具体受理场
所见当日公告栏）。

（B）本项目为网上招投标项目，投标文件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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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可提交备份电子投标文件

（光盘或U盘形式），如提交备份电子投标文件的，应单独密封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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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宁波日

报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城市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松下街595号
联系人：胡工
招标代理机构：浙江科信联合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高新区江南路598号95国际大厦A座935
联系人：徐琦、房科红
电话：0574-87360849
传真：0574-87360896

姚江东路（环城北路-机场路）工程Ⅱ标段(监理）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市第一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建设银行大楼

租用房）装修工程已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
【2019】54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宁波市第一医院，招标人为宁
波市第一医院，招标代理人为宁波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建设
资金来自自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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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第一医院北侧（海曙区柳汀街36号），建设

银行大楼4层和辅助用房1-4层。
建设规模：装修面积约4500平方米。
项目总投资：约1485万元
招标控制价：8564339元
计划工期：100日历天。
招标范围：本项目装修工程的施工。
标段划分：1个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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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生产许可证，具备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
或建筑装修装饰工程设计与施工二级及以上资质（并在有效期
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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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若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以下简

称“系统”）有施工企业信用等级的，施工企业信用等级不得评为
D级（以开标之日所在季度系统提供的信息为准）；

3.4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建筑工程注册建造师二级及以上资
格，且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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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派项目经理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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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其他：
（1）企业注册地在浙江省行政区域以外的投标人，须通过浙

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备案登记；
（2）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经理须在系统录入信息的，相关内

容应在系统中审核通过；
（3）投标人的人工工资担保须在本招标项目所在区审核通过。①已在宁波市行政区域内审核通过（适用于企业注册地为

宁波大市范围内的投标人）；②已在海曙区或江北区或鄞州区或宁波市区审核通过（适
用于企业注册地为宁波大市范围外的投标人）。

（4）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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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项目经理不得为失信被执行人。中
标候选人公示前，招标（代理）人将中标候选人及其法定代表人、项
目经理的失信信息进行查询（具体以开标当天“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 查询为准），若中标候选人为失信被执行人
的，则取消中标候选人资格，本项目重新招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9年9月3日到2019年9月18日

16:00（以下载时间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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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下载招标文
件，未购买招标文件的投标人，招标（代理）人将不予接收其投标文件。

4.2招标文件每套售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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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凡受到相关行政监督部门限制投标的企业，请慎
重购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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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标地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具体受理场所见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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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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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第一医院
地址：宁波市广济街31号（老建行大厦）
联系人：殷科
电话：87085315
招标代理机构：宁波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世纪大道北段555号名汇东方大厦20楼2017室
联系人：周立颖 戴太敏 史梦铅 李宪
电话：0574-87298907
传真：0574-55717439

宁波市第一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建设银行大楼租用房）装修工程（施工）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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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赵
雨） 浙江省作家协会昨日在官网公
布了 2019 年作家定点深入生活名
单，我市王路、朱菁、杜亮亮、邹
元辉、沈珈如等5位作家上榜。

该项目是为引导作家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不
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
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经个人
申报，各团体会员单位审核，省作
协作家定点深入生活项目评审委员
投票，省作协党组审批，全省有
20 位作家入选了 2019 年作家定点

深入生活名单。
王路笔名在南方的毛豆，一级

作家，曾获冰心奖、陈伯吹儿童文
学奖、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浙
江省青年文学之星提名奖，多部作
品入选浙江省文化精品扶持工程、
全国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目
录、中宣部 2018年重点主题出版物
选题目录等。今年，他深入海宁市马
桥镇浙江海宁经编产业园区以及到
园区负责人沈顺年家中生活和采
访、写作，长篇报告文学《谁持经编
当空舞》通过大量接地气的细节，塑
造了一名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基层干

部形象，讴歌了海宁基层工作者勇
立潮头为人民服务的丰功伟业。

杜亮亮笔名程啸，出版有长篇
小说 《未曾牵手》、散文集 《北风
吹过江南》 等，2018 年 10 月，他
作为国家电网公司东西帮扶人才从
宁波出发，远赴西藏那曲开启为期
一年半的援藏。作为一名作家，他
将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反映浙电援
藏先进人物先进事迹。

邹元辉著有长篇历史小说《雄
镇海战》《水师管带》 等，是中国
石化镇海炼化分公司员工，他将创
作的长篇报告文学《涅槃》以镇海

制造企业发展为线索，讲述广大职
工在地方政府和公司党委的带领
下，用一心制造优质设备的匠心精
神，战胜无数曲折与困难，取得了
精神文明与生产经营的双丰收。

沈珈如笔名天涯，作品曾获省、
市“五个一”工程奖。她与人合著的
长篇小说《女船王》被改编成大型甬
剧《甬港往事》，并成功转让电视剧
改编权。鄞州区姜山镇董家跳村是
一个千年古村，有着深厚的历史文
化底蕴，也是沈珈如的外婆家。她
将以长篇小说 《新陌上花》，反映
农村一家三代人70年的命运。

宁波5位作家上榜省作协定点深入生活名单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员
陈红 金添盛）“阿江呀，契约真的
很管用！昨天晚上 6 点，外国朋友
们准时结束了派对。我也总算睡了
一个好觉……”前天一大早，北仑
区新碶街道玉兰社区社工江维恩
收到了这样一条感谢短信，发给她
短信的是社区居民邱女士。这是玉
兰社区利用民间契约解决本地居
民和外籍居民邻里矛盾收到的实
效。

邱女士租住在玉兰社区里仁
花园小区，几个月前，她家附近搬
来了一个美国邻居，每逢周末，热
情奔放的美国居民喜欢在家里开
派对，影响了部分居民休息。邱女
士首先联系了物业，物业工作人员
多次上门劝说，收效甚微。无奈之
下，她来到玉兰社区求助。

社工江维恩了解情况后，把双
方当事人召集在一起，面对面沟通
协商，约定派对时间不超过晚上 6

点，声音不超过 60分贝，双方达成
一致意见并签订了《文明派对契
约》，事情得到圆满解决。

据悉，这是玉兰社区运用契约
解决外籍居民邻里矛盾纠纷中的
一个事例。玉兰社区有 600多名外
籍居民，来自美国、韩国、德国、奥
地利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北
仑远近闻名的“联合国”。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差异
大，生活习惯也不尽相同，产生矛
盾在所难免。”玉兰社区党委书记
邬晓红说，外籍居民对契约非常有
认同感，社区尝试用契约解决邻里
矛盾，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前不久，来自卡塔尔的居民阿
力养了一只柯基犬，阿力常在楼道
里给爱犬梳毛，这一举动引起了日
本居民上野先生的不适。双方多次
协商无果，引发“口水战”。社区获
悉这一情况后，让双方签订了文明
养犬契约，矛盾迎刃而解。

一纸“契约”巧解
“联合国”居民矛盾

本报讯 （记者崔小明 通讯
员房炜）“翻得好，翻得好，再来
一个，实在是太精彩了……”甬
剧 《三篙恨》 近日在天然舞台连
演两场，观众场场爆满。蛮子旋
子、串翻身、飞脚等一系列精彩
的武打动作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
声，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让观众
直呼过瘾。

《三篙恨》 是宁波市甬剧团新
近编排的剧目，取材于清雍正年间

（1724 年） 慈溪、余姚一带所发生
的一个民间故事。该剧讲述了纨绔
子弟黄金龙趁洪水暴发，驾舟打捞
浮财，遇落水女子白玉凤，一连三
篙将其打入江中，夺其财物。玉凤
被渔夫江郎救起，义结兄妹，江郎
将玉凤送至婆家完婚。洞房中，玉
凤才发现，新郎就是打她三篙的江
贼黄金龙，她痛不欲生。几经曲
折，黄氏母子被法办。

该剧由青年编辑马敏重新整理
剧本，鲍玉瑛担任导演，国家一级

演员沃幸康任艺术总监，青年作曲
家汪锋对音乐进行了重新整理，沈
超、苏醒、贺磊、柯珂等甬剧青年
演员在剧中挑起了大梁。大幕一拉
开，青春气息扑面而来，除了青年
演员，甬剧第九代演员也崭露头
角，虽然他们只在剧目中扮演了丫
鬟、衙役等一些小角色，但是他们
对各个小人物进行了细细揣摩。舞
美设计人员在舞台上巧妙加入了现
代元素，使得整个舞台十分大气。
此外，该剧在舞台表演上加了不少
精彩的武打动作，让观众击节叫
好。

《三篙恨》 一剧于 1979年由宁
波市甬剧团首演并定名，深受观众
好评。该剧曾被浙江越剧团改编为
越剧 《龙凤怨》，被上海昆剧团改
编成昆剧 《花烛泪》，还曾被拍成
越剧彩色故事片 《花烛泪》。此次
甬剧团新编 《三篙恨》，老戏新
编，创意十足，更加符合了现代观
众的审美。

甬剧《三篙恨》老戏新编获赞誉

昨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不少党员群众来到宁波樟村
四明山革命烈士陵园内的革命烈士纪念馆，缅怀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烈
士，接受红色初心教育。 （刘波 忻之承 摄）

缅怀抗战烈士

本报讯 （记者何峰 通讯员
张超梁 洪莹）“多亏镇海海关签
发原产地证书，不但让我们的产
品顺利通关，还享受了到国外参
加展会的设备减免关税。”前天，
宁波宝瑞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负责
人丁尧高兴地告诉记者。据悉，
这是宁波海关为企业签发的首份
用于展览的中国—东盟自贸区原
产地证书。

去年，宝瑞机械出口货值 50
万美元的酿酒设备等产品，主要
市场是美国。目前，宝瑞机械正
拓宽出口市场，着力开发“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

镇海海关“三服务”小分队
积极协助宝瑞机械申领用于展览
的原产地证书，启动专人联络机
制，实行“专人专窗”审批，核
实参展材料，优先快速签证。

镇海海关原产地证书
助力企业开发“一带一路”市场

本报讯（记者林海 通讯员甬
体轩）宁波市首届全民运动会近日
正式开幕，昨天，记者从体育部门
了解到，接下来，全民运动会还将
举行 36 个项目，符合条件的市民
均可报名参赛。

其中，9 月将举办 14个项目：
三人制篮球、舞龙、广场舞、皮艇球、
国际跳棋、定向、壁球、运动桨板、地

掷球、龙舟、登山、太极拳（木兰拳）、
健身气功、水上救生；10月将举办13
个项目：飞镖、五人制足球、滑轮（越
野滑雪）、钓鱼、游泳、羽毛球、柔力
球、桥牌、慢投垒球、幼儿模型、风
筝、健美健身、汉字棋；11月将举办9
个项目：滑板、体育舞蹈、素质体育
机器人、轮滑、自行车、拔河、气排
球、迷你马拉松、木球。

首届全民运动会36个项目
等市民报名

本报讯 原宁波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调研员、离休干部高亭同志

（原行政 16 级，享受县处级政治、
生 活 待 遇），因 病 医 治 无 效 ，于
2019 年 8 月 28 日在宁波逝世，享
年96岁。

高亭同志1924年1月出生，山
东济宁人，1945年 1月参加革命工

作，194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
部队工作期间，历任文书、干事、副指
导员、指导员、助理员、保卫科长等
职。转业到地方工作后，历任宁波地
区中级法院办公室、刑事庭负责人，
宁波市糖果饼干厂党支部副书记，宁
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合同监管科科
长等职，1988年12月离休。

高亭同志逝世

本报讯 （记者周琼） 事业留
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记者了
解到，宁波许多企业为了吸引和留
住优秀人才，使出了浑身解数。前
不久，为了吸引人才，甬企乐歌股
份举办了“相亲式招聘”，为准员
工办了一场特殊的职场精英交友
会。

乐歌股份的人力资源负责人告
诉记者，近年来，随着企业的快速
发展，产品不断升级，对技术要求
越来越高，对技术人才的需求也越
来越迫切，但不少企业看中的技术
人才分布在杭州、南京、上海等
地。怎样才能吸引这些优秀人才来
到宁波并留在宁波呢？不久前，企

业人力资源负责人突然想到，“此
前曾有一位很优秀的候选人，因为
女朋友在宁波，放弃了杭州给出的
薪酬更高的工作机会，来到乐歌工
作，并取得了十分出色的工作业
绩。”既然候选人会因为“女友在
宁波”而选择来宁波，是不是也可
以通过帮助优秀候选人找到宁波女
朋友，来增加宁波对这些优秀人才
的吸引筹码呢？这个想法一提出，就
得到了乐歌不少员工的响应。

企业的人力资源部迅速向 20
余位外地技术人才发放了活动的邀
请函，并联合宁波本土职场社交平
台，匹配了不少在甬城优质企事业
单位工作的宁波女孩，组织了一场

“以爱为名，为爱而站”的健康之旅
活动。两天一夜的活动中，40 余名
年轻男女在一起劈柴烧火，亲自动
手烹饪美味佳肴，一起观看露天电
影，一同露营迎接朝阳。活动结束
后，有 4 对青年男女成功牵手。同
时，参加活动的外地技术精英们，
纷纷表达了对企业和宁波的好感。

记者了解到，如今年轻员工的
追求日渐多元化，除了传统的留人
方式，有越来越多的园区和企业，
开始张罗起为人才“送对象”从而
拴心留人，出现了“相亲式招聘”

“丈母娘留人”等情景。我市知名
职场社交平台“爱靠谱”的创始人
龚青春有多年大型甬企人力资源管

理经验，他告诉记者，在我市的百
强企业中，存在男女比例严重失衡
的现象，比如围海集团、建工集
团、海天集团，男性职员居多；而
宁波银行、太平鸟、博洋等企业又
以女性员工为主，性别失衡问题造
成不少员工婚恋难题，影响到员工
队伍稳定。龚青春告诉记者，近年
来，博洋集团多次为年轻设计师举
办交友活动，奥克斯年年组织企业
技术人员专场交友会。在鄞州工业
园区、南部商务区等，为了引留年
轻人才，当地工会、妇联、团委也
是“操碎了心”，用开发定制园区
定向交友小程序等，努力为企业员
工“找对象”。

甬企“相亲式招聘”吸引心仪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