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国的葡萄酒、西班牙的橄榄
油、荷兰的奶粉、智利的车厘子、
澳洲的牛羊肉、意大利的品牌服
装、日本的化妆品⋯⋯统计数据显
示，宁波保税区已累计引进进口商
品经营企业超过 1600 家，集聚了
美国、日本、欧洲、南美洲、澳洲
等全球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5 万多
种消费品，成为名副其实的进口商
品“源头地”。

在集聚品类众多的进口商品同
时，如何保障广大市民和消费者买
得开心、吃得放心、用得舒心？如
何保障进口食品安全、防控行业性
经营风险？这成为宁波保税区市场
监管部门考虑的头等大事。

近年来，针对“源头地”风险
易于集聚、辐射、扩散的特点，宁
波保税区市场监管分局突出消费

“供给侧”的风险研判和防控，从三
个方面发力，初步构建起了进口商
品“源头地”放心消费保障新机制。

截至目前，宁波保税区进口的各类
商品没有发生一起消费安全事故，
没有引发一次重大社会负面舆情。

政府领导+部门联动
凝聚“全环节”管理合力

进口商品从国外产地到摆上国
内超市货架，涉及诸多环节和流
程，保障进口商品的消费安全是一
项体系化工作，单靠某一个部门往
往很难奏效。为此，宁波保税区市
场监管分局积极做好政府参谋，推
动构建“政府领导+部门联动”的
工作格局。今年 5 月，保税区管委
会以政府文件的形式，出台了 《关
于落实“放心消费在浙江”行动建
设进口商品放心消费示范高地的若
干意见》，首次确立“政府引导、
企 业 主 体 ”“ 凝 聚 合 力 、 强 化 统
筹”“源头治理、着眼长效”的工
作推进原则，围绕工作目标清晰划
定招商部门、市场举办方、海关、
市场监管、消保委等各部门的任务
职责。

同时，坚持以动态风险管理为
核心，凝聚各职能部门的合力，加
强部门执法协作和信息互通，完善
联合防控机制，严把进口商品质量
安全关，严格加强进口商品溯源管
理，实现“源头可追溯、过程可控
制、流向可跟踪”，最大限度保障
进口商品的安全。

严格执法+手段创新
提升“全链条”监管效能

为加强进口商品尤其是进口食
品的安全保障，保税区市场监管部
门开展了一系列创新性探索。一方
面，积极推进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网
络体系建设，全面加强风险管控，
不断完善“快速发现、精确定责、
及时处置、有效监督”的食品安全
监管机制。常态化开展合规检查、
专项执法和案件查处，委托第三方
机构开展网售进口食品、保健品、
化妆品等重点商品经营行为监测和
进口食品安全风险等级评估，重点
打击侵权假冒、虚假广告等违法行

为，大力开展流通环节食品安全抽
检和其他日化商品质量监测，有力
净化市场经营环境。

另一方面，坚持“向科技要效
能”，自行开发食品安全“智慧市
监移动执法”软件，实现监管的过
程痕迹化、方式无纸化、交流网络
化和信息公开化。针对保税区跨境
电商跨越式发展的现状，市场监管
部门还以获批创建全省首个“网络
市场监管与服务示范区”为契机，
开发上线全国首个跨境电商信用信
息公示平台，探索开展跨境商品评
价性抽检，不断研究解决消费者反
映集中的跨境消费热点问题。

品牌培育+示范引领
构建“全覆盖”消保格局

在宁波保税区进口商品行业快
速发展的同时，该区上下逐渐形成
共识——进口商品“源头地”的消费
者权益工作，不能被动应对，而应该
提高站位、主动出招，打造消费品
牌。为此，保税区市场监管部门以创
新开展“放心消费在浙江”工作为统
领和总抓手，在今年 3.15 之前组织
召开“打造进口商品放心消费示范
高地大会”，会上发布全国首份区域
进口商品放心消费年度报告，首次

归纳提出了“进口商品源头地，放心
消费示范区”的创建品牌口号。

市场监管部门还指导和培育宁
波保税区进口商品源头地品牌——

“ICTM”商标，并积极争创中国驰
名商标认定。在加强区域消费品牌
培育的同时，以示范创建为引领，
推动形成浓厚的“诚信经营、放心
消费”氛围。截至目前，宁波保税
区进口商品市场成功创建首批省
级“放心消费示范区”，200 余家市
场经营户成功创建为“放心消费网
店 （商店） ”“无理由退货承诺单
位”“星级文明经营户”，示范创建
工作基本实现“全覆盖”。

立足立足““源头地源头地”” 突出突出““供给侧供给侧””

保税区市场监管保税区市场监管部门着力构建部门着力构建
进口商品放心消费保障新机制进口商品放心消费保障新机制

记 者 俞永均
通讯员 周荣 程勇

保税区市场监管工作人员在检查进口红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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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市水旱灾害防御会商系统升级改造项目

已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19】425 号批
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宁波市水利局，招标人为宁波市水利局，招
标代理人为浙江省成套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市级
财政水利专项资金，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项目已具备公开招
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材料设备进行公开招标。

２.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位于宁波市。
建设规模：总投资为 600 万元。
招标控制价：5899152 元。
交货期：120 日历天完成供货、安装和调试。
招标范围：宁波市水旱灾害防御会商系统升级改造项目，

具体详见供货要求。
标段划分：1 个。
质量要求：按国家、浙江省、宁波市验收规范（从高）一次性

验收合格。
安全要求：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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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投标货物（LED 小

间距全彩屏）供货能力的制造厂家或代理商，代理商参加投标
的须提供制造厂家针对本项目出具的唯一授权书。

3.1.3 投标人须派一名项目负责人（投标文件中须提供项
目负责人委任书）；项目负责人资格：/；

3.1.4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2 其他要求：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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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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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各投标人均可就上述标段中的 1 个标段投标。
3.4 本项目采用资格后审方式。
3.5 投标人要求澄清招标文件的截止时间：2019 年 11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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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4 日至 2019 年 11

月 22 日 1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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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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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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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019 年 11 月 26 日 9 时 30

分，地点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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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受理场所详见当日公告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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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发布公告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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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水利局
地址：宁波市海曙区卖鱼路 64 号
联系人：陶老师
电话：0574-89181655
招标代理机构：浙江省成套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海曙区翠柏路 89 号宁波工程学院西校区 A

栋 307-309 室
联系人：唐涛、翁宏娟
电话：0574-87127975、13251902066
传真：0574-87127713

宁波市水旱灾害防御会商系统升级改造项目的招标公告

本报讯（记者董娜 通讯员王
昱飞 陶冶） 近日，亚太地区港口
国监督谅解备忘录组织 （东京备忘
录） 第 30 次委员会会议在马绍尔
群岛落下帷幕，宁波海事局提交的

《港口国监督远程复查导则》 提案
在会上获得通过。该 《导则》 将在
亚太地区开展为期一年的试运行。

据了解，“远程复查”机制是
宁波海事局从实践中发掘提炼、运
用信息化手段高效开展事中事后监
管的创新模板。对于外轮，海事主
管机关应依法开展港口国监督检
查，并针对检查中发现的且必须在
离港前纠正的船舶缺陷开展登轮复

查，待整改到位后，外轮方可离
港。

然而，对船期紧张的班轮而
言，无疑要承担更多成本，以目前
靠泊宁波港较多的 18000TEU 集装
箱船租金计算，多滞港一天，就会
给航运企业带来额外 10 万元至 20
万元成本。与此同时，船舶在港整
改期间，势必占用本就紧张的码头
泊位或锚地资源，安全和效益难以
兼顾是长久以来的困扰。

为破解这一矛盾，进一步提升
外轮通关效率，宁波海事局积极落
实“放管服”要求，大胆创新，率
先试行“远程复查”机制。

对符合“远程复查”条件的缺
陷问题，海事主管部门可不必登轮
开展复查，而是利用电子邮件、视
频连线等信息化手段对相关问题整
改情况开展“远程”验证。这样一
来，船方不用再为等待复查付出高
昂的代价，极大地减少了成本。接
受过“远程复查”的乌克兰船长
Nikola Tuckvic 说：“我们之前出
现了 3 个需要在开航前纠正的问
题，按照通常流程，待港时间最少
要延长 3 小时。现在我们把纠正情
况的照片通过邮件发送给宁波海事
局，不到半小时就得到了复查报
告，获准开航，实在是令人惊叹。

这在我 33 年的航海生涯中是独一
无二的体验。”

目前，宁波海事局已对 50 余
艘船舶实施“远程复查”，累计为
航 运 企 业 节 约 直 接 成 本 500 余 万
元。据测算，一年下来单一码头接
靠船舶艘次可提升 10%至 20%，有
效提升了港口营商环境。

宁波海事局船舶监督处处长徐
红尔说：“我们积极促成宁波的特
色经验做法在更大范围内共享，有
力提升了宁波乃至中国在国际航运
和海事领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接下来，宁波海事部门将积极推动

“远程复查”机制从亚太走向全球。

外轮复查“宁波提案”升级为国际标准
将在亚太地区开展为期一年的试运行

本报讯（记者林海 通讯员学
丰） 昨天，合作共建宁波梅山沙滩
足球国家希望队暨成立中国足球协
会沙滩足球训练中心 （宁波梅山）
仪式举行。

“这是继广东五华县之后成立

的国内第二个沙滩足球国家希望队
及中国足球协会沙滩足球训练中
心，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模式的探
索，发动社会力量参与足球项目建
设，寻找具有中国特色的足球发展
模式。”中国足协执委闫占河说。

之所以选择宁波梅山，闫占河
说：首先是由于宁波市委、市政府
对足球工作的重视与支持，以及各
部门的协同；其次是足球市场化和
社会化探索离不开各方力量的广泛
参与，包括俱乐部的投入；还有就

是宁波有非常好的经济社会发展基
础和足球发展的群众基础；最后就
是宁波梅山有相关工作的积累，在
组织机构、竞赛体系、人才培养和
产业发展等方面积极探索一条符合
本地实际情况的足球发展道路。据
介绍，利用宁波梅山的训练中心，
可以举办沙滩足球的赛事、训练营
和足球节等活动，进一步推广普及
沙滩足球。

正在宁波梅山集训的中国沙滩
足球国家集训队教练米盖尔表示，
宁波梅山的训练条件很好，国家队
在这里受到了热情的接待，“我们
会努力提高中国沙滩足球的水平”。

国内第二个沙滩足球训练中心
落户宁波梅山

本报讯（记者余建文 奉化区
委报道组严世君） 昨天，2019 数
字佛教论坛在雪窦山麓的浙江佛学
院举行。来自政府主管部门、佛教
界、互联网和传媒等领域的专业人
士、知名学者，以互联网平台为切
入点，共同探讨佛教信息化发展与
管理，构建佛教发展全新生态，履
行时代使命。

在互联网构建的世界“地球村”
背景下，信息化是中国佛教发展的
必然趋势。论坛上，专家们围绕互联

网、大数据技术与佛教优秀文化传
播、佛教网络治理等主题展开对话
交流，探讨借助信息化的推广力、传
播力、辐射力，更好地传递佛教正能
量，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好佛
教文化的桥梁纽带作用。

本次论坛是 2019 雪窦山弥勒
文化节的一项重要活动，由中国佛
教协会、浙江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
会作指导单位，浙江省佛教协会、
浙江佛学院、雪窦山佛教协会、雪
窦资圣禅寺联合主办。

2019数字佛教论坛举行

本报讯 （记者陈朝霞 孙佳
丽 通讯员秦超群） 昨日上午，宁
波海关、海曙区政府合作协议签署
暨海曙海关开关仪式在宁波海关举
行，海曙海关正式开关。

据了解，海曙海关负责海曙区

的各项海关管理工作；负责宁波海
关通关中心进出口货物通关业务；
承担并组织实施宁波关区集中验估
工作；承办宁波海关相关行政许可
工作的业务受理和证书发放工作。
海曙海关将承担宁波关区 75%以上

的通关单量、40%以上的税收量、
35%的产地证签证量。

据悉，海曙海关将接轨区域企
业发展需求，充分发挥属地海关的
作用，在确保有效监管的前提下，
结合作为宁波海关通关中心、集中

验估部门的职能优势，积极创新监
管服务机制，助力宁波市“225”
外贸双万亿行动，为海曙辖区的外
贸企业提供通关便利和政策扶持，
提升海曙区对外开放层次和水平，
有力支持和推动区域外向型经济实
现新的跨越。

“海曙海关将以‘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的自信和担当，扎根奉
献、锐意进取，为海曙区、宁波市
乃至华东地区的外向型经济高质量
发展提供优质服务。”海曙海关关
长陈建治表示。

将承担宁波关区75%以上的通关单量

海曙海关正式开关

本报讯 原宁波市二轻工业管
理局离休干部罗尤松同志 （原行政
18 级、享受县处级待遇） 因病医
治无效，于 2019 年 10 月 4 日在宁
波逝世，享年 91 岁。

罗尤松同志籍贯四川省隆昌
县，1929 年 9 月出生，1949 年 4 月
参加革命工作，1956 年 5 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1949 年 4 月起，先后任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伞 兵 180 团 副 班
长、班长、军械上士；1952 年 6 月
起，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 20 军
军械员、侦测参谋、炮兵技师、助
理员；1969 年 6 月起，先后任宁波
塑料厂车间主任、总务课长；1979
年 10 月起，先后任宁波市二轻工
业管理局秘书科办事员、局招待所
副所长。1985 年 12 月离休。

罗尤松同志逝世

近日，税务人员到一家电力公司就企业所关心的税收政策作深入宣
传，特别介绍了“三项制度”中与企业相关的政策，使企业更加清楚在税
务执法中所享有的权利。据悉，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积极推行行政执法公
示制度、执法全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全力以赴做好
税收法治工作，推进税务系统执法水平再上新台阶。（董娜 沈枫 摄）

“三项制度”政策送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