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机场快速路南延工程（绕城高速至岳林东路

南）施工Ⅰ标段声屏障采购项目,招标人为宁波住宅建设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招标代理人为德威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建
设资金由市本级财政承担项目总建设资金的50%，剩余建设资
金按新的行政区划调整后奉化、鄞州、海曙三地实际里程比例
由三地政府分摊，共线段中城际铁路建设资金由市轨道交通工
程建设指挥部负责筹措，项目出资比例为100%。项目已具备招
标条件，现对声屏障的采购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机场快速路南延工程位于海曙区、鄞州区和奉

化区，本次采购招标工程范围为绕城高速南（K04+960）～莫方
线南（K6+460)（即施工Ⅰ标段范围）。

项目规模：4 米声屏障约为 4040 平方米，2 米声屏障约为
544平方米。

招标控制价：5262485元。
招标范围：机场快速路南延工程（绕城高速至岳林东路南）

施工Ⅰ标段声屏障的供货、安装到位及相关服务等。

标段划分：1个标段。
交货地点：施工地点，服从施工总承包人安排。
交货期：接到发包人供货通知后40天内到货并安装完毕。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合法

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具备投标产品供货能力的制造商（营业
执照经营范围中须包含声屏障的制造）或代理商，代理商参加
投标的须提供制造商针对本项目出具的唯一授权书。

3.2投标人须派一名项目负责人，并提供项目负责人委任书。
3.3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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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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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不得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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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负责人失信信息进行查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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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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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至2019年10

月 9日 16时（北京时间，下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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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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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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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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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人联系。
4.7未在网上购买（下载）招标文件的单位，其投标文件不

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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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019年 10月 12日 9时 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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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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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www.bidding.gov.cn）、宁波日报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住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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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楼
联系人：李红丽
电话：0574-87686684 传真：0574-87686776

机场快速路南延工程（绕城高速至岳林东路南）施工Ⅰ标段声屏障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机场路快速路南延南段（莫方线—岳林东路）

工程竣工测绘已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
2016﹞695 号批准建设，项目招标人为宁波市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发展中心，招标代理人为德威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建设
资金财政和自筹。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竣工测
绘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北起莫方线，南至岳林东路。
招标控制价：1466890元。
招标范围：机场路快速路南延南段（莫方线—岳林东路）工

程道路、管线及主线高架（不含轨道梁、车站及车站附属）竣工
测绘。

测绘质量要求：成果质量符合相关规范、标准的要求。
测绘服务期：测绘服务期为从项目进场至测绘成果报告通

过各行政审批部门之日止，测绘报告在不影响招标人的规划验
收工作的前提下按要求提交。

标段划分：1个。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有效的企业营业执
照。

3.2投标人资质要求：投标人须具备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
管部门颁发的测绘资质证书，且专业范围包括工程测量甲级

（专业子项中须包含控制测量、地形测量、市政工程测量），并在
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3拟派项目负责人资格：具有注册测绘师执业资格。
3.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5其他要求：

（1）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拟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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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不得为失信被执
行人。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不得为失信被执行
人。中标公示前，将对中标候选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
责人进行查询，若存在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的，将取消中标资格

（失信信息查询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
为准）。

3.6本项目采用资格后审。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9年9月18日至2019年10

月 9日 16时（北京时间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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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标文件下载费用 300 元（其中包括电子交易平台使
用费100元），售后不退。

4.3招标文件如有澄清和修改，将在本网站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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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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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人联系。

4.7未在网上购买（下载）招标文件的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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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019年10月11日9时30分（北京时间，下同），投标人应于投标
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将投标文件递交至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宁波市鄞州区宁穿路1901号市行政服务中心四楼，具体
会议室见当日公告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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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公告发布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日报、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站（www.bidding.gov.cn）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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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丽、鲍盛
电话：0574-87686684、87684472
传真：0574-87686776

机场快速路南延南段（绕城高速-岳林东路）工程竣工测绘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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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单玉紫枫
通讯员 方晨初

“我有点贪心，最后临走时，
扇子、书签、冰箱贴这些有宁波特
色文化的小东西买了好多，回来
送 给 亲 友 。” 提 起 宁 波 的 伴 手
礼，保加利亚国家美术学院委员会
主席 Liubomir KaraLeev 笑得像个
孩子。

9月19日，宁波日报报网端发
起“我为城市代言——寻找一份伴
手礼”大型全媒体行动。连日来，
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当记者问
起对宁波伴手礼的建议，保加利亚
的艺术家、文化交流官员和旅居华
侨表达欲爆棚。

“我今年5月底率一行7人的艺
术家代表团去过宁波，当时是专程
为 纪 念 中 保 建 交 70 周 年 创 作 写
生。”Liubomir KaraLeev 告诉记
者，这是他们第一次到中国，宁波
给大家感觉很不一样，天一阁的石

狮子、天童寺的古建、慈城古县城
安逸的小猫，还有现代化的国际大
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
象。“在宁波，大伙还给我起了个
中国名字，叫刘波，和宁波只有一
字之差。”

不过惊喜之余，也有了更多的
期待。Liubomir KaraLeev 说，他

听说天一阁是宁波文化符号，里面
存有很多的名人字画。作为艺术工
作者，他特别希望为朋友带去这类
字画的复制品小样，留作纪念。

在旅游业大咖看来，宁波伴手
礼的意义，不仅仅是回望的纪念，
更是对宏大未来的展望。

Baykov 是保加利亚“探索巴

尔干”旅行社总经理，也是保加利
亚旅行社协会的联络人。“对两地
的旅游从业人员来说，最期待的是
实现宁波与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的
直 航 。” 他 告 诉 记 者 ， 目 前 在

“17+1”框架下，两地联系愈加紧
密，但是交通还是有诸多不便，比
如从索非亚到宁波，需要先到莫斯
科中转，飞到上海，再转宁波。上
海距宁波 200多公里，客观上导致
很多人不会把宁波作为旅行目的
地。他建议宁波市能否利用伴手礼
的机会，设计宁波直飞的小模型，
推动莫斯科直航宁波。

在索非亚中国文化中心，负责
人屠雪松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两年
多。作为宁波首个中国文化海外传
播基地，他见证了中心从无到有。
到底什么样的伴手礼可以代表宁
波？他告诉记者：“我印象中，这
几年衬衫券、海鲜礼包，还有茶
叶、青瓷，只要和宁波沾边的都用
过。”他说，到这边以后，他比较
看好阿拉老酒。在这里，西方人拜
访，都会拎瓶红酒。黄酒是中国特
色，“阿拉”又是宁波特色。是否
可以通过改进包装，推出精致便携
款的，作为外事礼品。

什么样的伴手礼可以代表宁波
——来听听保加利亚的大咖们怎么说

本报讯 （记者何峰 通讯员
顾芳晖 应海蓉） 记者从宁波原
水集团获悉，横溪水库至东钱湖
水厂引水工程 （横东引水工程）
核 心 中 枢 —— 横 溪 泵 站 日 前 揭
牌，标志着横东引水主体工程基
本完工，市民近期就能喝到来自
横溪水库的优质原水。

横溪水库是一座中型水库，位
于甬江流域金峨山横溪主流上，总
库容 3975 万立方米，水质常年基

本维持在Ⅱ类标准以上，是我市境
内不可多得的优质水源地。横溪水
库原先向鄞州区的横溪、姜山等乡
镇供水。2015 年下半年起，随着
我市水库原水逐渐并入大网供水，
越来越多的城乡居民享受到大网供
水的普惠。为此，乡镇水厂开始停
供水，而那些输水管道只连接乡镇
水厂的水源就此闲置下来，其中就
包括横溪水库。

一方面是不断增长的用水需

求，另一方面是优质原水的闲置。
如何将横溪水库的优质水源盘活，
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希望
通过各种工程建设和技术手段，让
更多的市民喝上足量优质的水库
水。”宁波原水集团董事长王文成
告诉记者。2017年4月，横东引水
工程正式开工。

根据规划，横溪水库为东钱湖
水厂供水水源之一，是我市东线引
水工程体系中的一项重要水资源配

置工程。工程主要由输水隧洞、输
水管道、加压泵站及附属建筑物等
组成。输水线路总长3.86公里，总
投资 1.412 亿元。工程建成后，横
溪水库向东钱湖水厂正常供水配置
规模为 8 万立方米/日，应急规模
20 万立方米/日，年引水量约 2400
万立方米，可解决东线供水供需矛
盾突出问题，一定程度上缓解大网
原水供应压力，提高城市供水保障
能力。

横东引水主体工程基本完工
市民近期就能喝到来自横溪水库的优质原水

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
员勇军轩） 昨天，是第 19 个全
民国防教育日，主题为“赞颂辉
煌成就、军民同心筑梦”。这两
天，我市各区县（市）纷纷开展国
防教育活动，包括国防教育主题
公园、武器装备模型展、国防公交
民兵专线、爱国主义主题展等。

镇海依托丰富的海防历史文
化资源，以全国首个系统展示防
空知识综合性文化工程——中国
防空博览园为主体，辐射周边招
宝山风景区，建成国防教育主题
公园，形成国防教育功能集聚与
强化。在这里，有防空主题展览

区、露天武器陈列区、人机互动学习
区、国防文化长廊、海防历史遗址遗
迹和多媒体宣教平台。这六大区块形
成了一个整体，集宣传、教育、娱
乐、休闲等功能于一体，让宝贵的国
防教育资源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海曙国防教育主题展在中山公
园开展，首日就吸引了 300多名群
众前来参观。

有着 82 种海、陆、空、火箭
军等部队武器装备模型的国防教
育主题展在宁海西子国际商业广
场举行，航母战舰、飞机、坦克
炮车……这些武器装备模型让不少
人流连忘返。

我市各地开展国防教育活动

本报讯（记者王佳 通讯员
张凯） 将宁波本地重要档案数字
化后，存放到外地，以确保档案
的安全和应急利用。近日，我
市有容量 96TB 的档案数据存储
到长春，这一容量相当于 1 亿张
照片或 2000 万首 MP3 音乐（190
年 时 长），内 容 涵 盖 市 和 区 县

（市）档案馆、城建档案馆、市社保
中心等单位的重要档案数据。

自 2010 年以来，我市档案部
门开始大规模对馆藏档案进行数字
化备份处理，一些纸质档案等经扫
描后，形成电子文件，被拷贝在磁
带等介质上保存。截至目前，仅市
档案馆的备份档案中，包括 1925
年至 2018 年宁波居民的医保、公
积金、婚姻登记、知青、土地承
包、学籍等民生信息和 6万余张照
片，数字化后总容量为31TB。

重要档案异地备份“双保险”

宁波档案数据存储到长春

本报讯（记者金鹭 通讯员
张昊桦 陈冰曲） 昨日，中国（宁
波）输配电产业创新与高质量发
展论坛在江北开幕，300名专家学
者与会，共同探讨输配电装备与
产业关键技术应用和发展趋势。

论坛上，中国电工技术学会
宁波服务站揭牌。据了解，该服
务站将在高端学术引领与推进科
技经济融合、智库建设、发展决
策与技术咨询、科技成果引进与

转化、公民科学素质提升与科学普
及、人才培养与高端人才举荐、技
术标准研究与制修订等方面紧密合
作，助力宁波市电气装备产业创新
发展。

此外，宁波立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与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
公司进行了合作签约仪式。双方将
在核电厂配套设备关键技术研发和
产业化、核心技术人才培养等方面
展开合作。

中国电工技术学会
宁波服务站揭牌

本报讯（记者徐欣 通讯员陈
松林） 昨前两天，全市农机修理工
和农机驾驶操作员职业技能竞赛在
余姚举行。

大赛由市农业农村局、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同主办，是我
市举办的规格最高的一次全市性农
机赛事，共设置农机修理和农机驾
驶操作两个竞赛项目。

据悉，目前全市拥有各类农业
机械 28万多台 （套），水稻生产耕
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 89.97%；
拥有粮食烘干机 1574 台，批次烘
干能力1.86万吨位，粮食机械化烘
干率近75%；以无人植保飞机为代
表的高效植保机械得到了广泛应

用，全市总数超过了百台。果蔬、
茶叶、畜牧、水产等农业产业生产
关键环节机械化不断得到突破，设
施农业面积达到15.2万亩，农业生
产方式加速向机械化作业、设施化
生产、智能化管理转变。

本次竞赛由理论知识考试和操
作技能考核组成。农机驾驶操作员
考核的技能有拖拉机移库和旋耕机
挂接及定点停放、拖拉机模拟田间
开沟作业和自走式喷杆喷雾机模拟
作业等。经过两天的紧张角逐，余
姚选手蒋明、朱涛分别摘得农机修
理工和农机驾驶操作员两个项目的
冠军，并获得“宁波市技术能手”
荣誉称号的推荐资格。

全市农机工匠技能竞赛举行

宁波在保加利亚举办的 2019 宁波文化旅游推广周上推出的筷子和筷
托组合装伴手礼。 （吴维春 摄）

农机工匠在大比武。 （徐欣 摄）

前日，宁波市属国资国企系统“轨道交通杯”乒乓球比赛举行，供
排水集团队力克轨道交通集团队夺得冠军。原水集团队、宁波日报报业
集团队、工投集团队、交投集团队分获混合团体3至6名。

（忻志伟 摄）

市属国资国企系统举行乒乓球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