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市新周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已由宁

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18〕559 号批准建
设，招标人为宁波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宁波市供排水集
团有限公司工程建设管理分公司，招标代理人为德威工程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建设资金由自筹和银行贷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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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理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北仑区小港街道龙港公路 222 号。
建设规模：新建 16 万立方米/天污水处理工程，建设

内容：（一）新建污水处理构筑物：生反池、周进周出二沉
池、中间提升泵房、高效沉淀池、滤池、加氯接触池、污泥料
仓及辅助建筑物及其配套设备安装；（二）已建处理构筑物
粗格栅及进水泵房、细格栅及曝气沉砂池、紫外消毒渠、出
口泵房、贮泥池及污泥浓缩脱水机房等配套设备；（二）已
建处理构筑物粗格栅及进水泵房、细格栅及曝气沉砂池、
紫外消毒渠、出口泵房、贮泥池及污泥浓缩脱水机房等配
套设备。

建设项目工程概算投资额：建安工程概算 52622.95 万
元（含设备费）。

招标范围：宁波市新周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两阶段施
工的全过程监理。

标段划分：1 个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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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理服务期限：同施工工期（含土建和设备）保持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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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标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工程监理资质证书，

满足以下任一资质条件：①同时具有市政公用工程监理甲
级资质和机电安装工程监理甲级资质；②市政公用工程监
理甲级资质和机电安装工程监理甲级组成的联合体；③工
程监理综合资质；

3.1.3 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各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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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各方）及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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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已
通过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备案登记。

3.2 投标人拟派总监理工程师资格要求：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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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监理工程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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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监理工程师无不良行为记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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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总监理工程师无在建项目。
3.3 其他要求：拟派总监理工程师在“宁波市建筑市场

信用管理系统”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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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各方）及其法定

代表人、拟派总监理工程师不得为失信被执行人。在中标
候选人公示前，招标代理人对各标段中标候选人及其法定
代表人、拟派总监理工程师失信信息进行查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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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牵头人须具备
市政公用工程监理甲级资质，并负责派遣总监理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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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4 日 到

2019 年 12 月 3 日 16:00 时（以下载时间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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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为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所有成员均需办理《宁
波市公共资源交易证》，并由联合体牵头人购买招标文件，
同时在系统内登记联合体所有成员完整的单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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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标文件如有澄清和修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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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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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招标文件网上下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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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人联系。
4.8 未在网上购买招标文件的单位，其投标文件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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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日 9: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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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房
间详见当日公告栏）。

5.2 本项目为网上招投标项目，电子投标文件要求由
宁波网络投标工具 V7.4.3 生成。

5.3 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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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d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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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与上传至系统中的保持一致。

5.4 投标人成功上传加密标书，但因系统故障无法读
取时，方可调用备份电子投标文件（投标人须成功上传加
密标书，否则不予调用备份电子投标文件），如均无法读
取，则作否决投标处理。

5.5 逾期上传或递交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6.招标公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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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宁波市供排水集

团有限公司工程建设管理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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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楼
联系人：周旸、李红丽
电话：0574-87684874、13906697628、0574-87686684
传真：0574-87686776

宁波市新周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监理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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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 月 16 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国家
主席习近平 14 日在巴西利亚出席
金 砖 国 家 领 导 人 第 十 一 次 会 晤
时，就当前香港局势表明中国政
府严正立场。海外人士高度关注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他们纷
纷表示支持中国政府立场，希望
香港尽早恢复稳定和秩序。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东方学
院 院 长 安 德 烈 · 卡 尔 涅 耶 夫 表
示 ， 习 近 平 主 席 讲 话 释 放 出 信
号，表明中国中央政府高度重视
并始终关注香港局势，希望香港
尽快止暴制乱，恢复社会秩序。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系
常务副主任罗季奥诺夫对习近平
主席讲话表示坚决支持，希望香
港尽快恢复稳定和安宁。

《哈萨克斯坦实业报》 总编辑

谢利克·科尔容巴耶夫说，对于
习近平主席就香港局势发表的重
要讲话，作为好邻居好朋友的哈
萨克斯坦人民完全支持。我们盼
望香港能够尽快止暴制乱，恢复法
治与社会秩序，让一切回归正轨。
我们也坚定地相信，中国中央政府
有能力把安定团结带回香港。

约旦中国问题专家、作家萨
米尔·艾哈迈德认为，习近平主
席的讲话强调了中国贯彻“一国
两制”方针的决心坚定不移。香
港在“一国两制”下，享有高度
自治，同时又可以享受内地提供
的便利和机遇。“一国两制”是体
现中国政治智慧的创举，也得到
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和认可。

摩洛哥非洲中国合作与发展
协会主席纳赛尔·布希巴说，外
国反华势力通过支持香港一小撮

极端暴力分子，破坏香港繁荣与
稳定。在中国中央政府支持下，
香港特区政府已经采取了适当的
应对措施，这令国际社会对中国
处理局部问题的能力更有信心。
希望香港的有识之士和全体人民
能 够 意 识 到 香 港 的 繁 荣 来 之 不
易，大家形成共识，早日恢复香
港社会正常秩序。

塞尔维亚国际政治经济研究
所“一带一路”地区研究中心主任
伊沃娜·拉杰瓦茨说，中国将一如
既往在其法律规定范围内作出反
应，以维护法治和社会秩序。作为
负责任的政府，中国政府必能贯彻
执行“一国两制”方针，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与发展利益。

巴拿马华文报纸 《拉美侨声
报》 董事长周健说，习近平主席
就香港局势发表的重要讲话充分

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治国风范。中
国中央政府对香港局势高度重视
和关注，增强了特区政府恢复香
港正常秩序的信念。任何别有用
心的国家和政客企图通过搅乱香
港达到其“颜色革命”的阴谋，
都是痴心妄想。

尼泊尔中国研究中心执行主
席巴特拉伊说，在香港发生的暴
力行径是不可接受的，已经严重
危及香港的繁荣和稳定。香港是
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
何外部势力的干预都不可接受。
外部势力试图阻止中国的发展和
崛起必将徒劳无功。

厄瓜多尔国际问题专家、厄
中央大学教授圣地亚哥·加西亚
表示，暴力犯罪不得人心。止暴
制乱、恢复秩序是香港当前最紧
迫的任务。

希望香港尽快恢复秩序
海外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就香港局势发表的重要讲话

新华社北京11月16日电
人民日报评论员

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香港
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暴力横行、
法治不彰是香港最大的危险，反
暴力、护法治、保安宁是香港最
大的民意。

习近平主席在巴西利亚出席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
时，就当前香港局势发表的重要
讲话，深刻指出了激进暴力犯罪
活动的严重危害和实质，明确宣
示了中央政府对香港局势的基本
立场和态度，为香港止暴制乱、
恢复秩序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
循，发出了中央政府对香港止暴
制乱工作的最强音。这一重要讲
话，是对林郑月娥领导的特区政
府的强有力支持，是对广大市民
的巨大鼓舞，是对激进暴乱分子
及其幕后支持势力的严厉警告，

体现了中央坚决反对和挫败内外
势力图谋干预、搞乱香港的坚定
决心。

五个多月来接连不断的大规
模违法暴力行径，已经将香港推
到了极为危险的境地。特别是最
近持续发生的激进暴力犯罪行
为，严重践踏法治和社会秩序，
严重破坏香港繁荣稳定，严重挑
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在全
港多区疯狂打砸纵火、瘫痪道路
交通，破坏列车轨道，向行进中
的列车投掷燃烧弹，无差别残害
普通市民，把暴力引入校园……
香港暴力违法犯罪分子不断升级
的破坏活动，令广大市民生活在
恐惧之中，人身安全得不到保
障，言论自由等公民权利被严重
剥夺，香港法治等核心价值受到
极大破坏。倘若暴力不止、法治
不彰，不仅市民生活难有安宁，
香港发展更将寸步难行。可以

说，这已成为一场维护“一国两
制”和破坏“一国两制”的斗
争，已成为一场维护香港法治和
践踏香港法治的斗争，已成为一
场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和摧毁搞乱
香港的斗争。

依法制止和惩治暴力活动就
是维护香港广大民众的福祉，需
要坚强有力的管治力量，需要所
有掌握公权力的机构快速、果断
地行动起来。5 个多月以来，林
郑月娥行政长官带领特区政府恪
尽职守，努力稳控局面、改善社
会气氛，做了大量艰辛的工作；
香港警方兢兢业业、无惧无畏，
始终坚守在止暴制乱的第一线。
方此紧迫之时，香港各界也应进
一步凝聚共识，自觉支持林郑月
娥行政长官带领特区政府和特区
警队依法打击和惩治暴力犯罪活
动，支持特区检控和司法机构各
司其职，使所有暴力犯罪分子受

到应有的惩治，彰显法律的公正
与威严。在止暴制乱这个大是大
非、关乎香港前途命运的问题
上，没有中间地带，容不得犹
豫、徘徊和动摇。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的
命运从来同祖国紧密相连，中央
政府和全国 14亿人民永远是香港
战胜任何风险挑战的最坚强后
盾。中央将继续坚定支持行政长
官带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
施政，坚定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
法，坚定支持香港司法机构依法
惩治暴力犯罪分子，通过依法制
暴维护香港广大民众福祉，坚定
不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
利益。相信在中央坚定不移的支
持下，香港各界众志成城，迎难
而上，集思广益，一定能够止暴
制乱、恢复秩序，维护好香港
750万市民的共同家园。
（载11月17日《人民日报》）

中央坚定支持香港止暴制乱恢复秩序

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
会通过 《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到2020
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
想、目标任务、工作原则和重大部署。

中共十六大第一次把“社会更加
和谐”作为党的重要奋斗目标。2004 年
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了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
2005 年 2 月 19 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进
一步阐明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基本内涵，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
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

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2005
年 10 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把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确定为贯彻落实科
学发展观必须抓好的一项重大任务，
并提出了工作要求和政策措施。

在此基础上，2006 年 10 月，中
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 《关于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决定明确了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性质及其定位、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主要
任务以及必须遵循的正确原则。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任务
的提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
布局，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
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四位一体，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发展模式更加清晰。

（新华社北京11月16日电）

构建和谐社会

11 月 16 日拍摄的华
侨进口商品博览会现场。

11 月 16 日至 18 日，
第二届华侨进口商品博览
会暨青田进口葡萄酒交易
会在浙江省青田开幕。博
览会汇聚了来自 70 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 7万多种商
品，涉及日化百货、母婴
用品、葡萄酒等多个品
类。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华侨进口商品
博览会开幕

新华社香港11月16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
就当前香港局势表明中国政府严正立场。香港主流
舆论及社会各界 16 日表示，习主席的讲话大大提振
了香港社会止暴制乱的信心，香港要将中央的肯定
与信任转化为止暴制乱的力量。

《大公报》 社评指出，祖国永远是香港最坚强的
后盾，就看特区政府如何深刻领会及认真落实习主
席的重要指示，采取更有力、更有效、更果断的行
动，维护“一国两制”，保护市民生命与财产安全。
香港不能再乱下去了，市民的生命与财产不能再白
白损失了，“一国两制”不能再流血不止了。止暴制
乱是香港最大的福祉，是民心所向，也是中央对特
区的嘱托。特区政府要将中央的肯定及信任，转化
为止暴制乱的力量。

香港 《文汇报》 社评表示，习主席的讲话不仅
是对特区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也是对
广大市民的巨大鼓舞，对暴徒及其幕后支持势力的
严厉警告，为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止暴制乱带来了
巨大信心，注入强大力量。习主席对稳定香港局势
提出要求、指路引航，给予特区政府遏止暴力强而
有力的支持。市民无惧暴力淫威，挺身而出恢复秩
序，政府更须拿出承担和魄力，积极作为，雷厉风
行，止暴制乱，恢复法治安定，不负中央和港人的
殷切期望。

民建联发表声明表示，习主席在一个重大的国
际场合中发表有关讲话，是向全世界清楚表明了中
央对落实“一国两制”，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香港
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同时，习主席讲话也显示中
央高度关注香港情况，全力支持特区政府及社会各
界止暴制乱，对任何激进恐怖暴力，以及挑战“一
国两制”原则底线的行为，都不会有丝毫的妥协空
间。

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区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
谭惠珠认为，习主席特别在国际会议上谈及香港问
题，是希望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立
场和采取的措施，讲话中也明确指出外部势力不应
干预香港事务，长远根绝外部势力干预。

全国政协常委林建岳强调，中央全力支持特区
政府止暴制乱，国家始终是香港的强大后盾。习主
席的讲话为香港止暴制乱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大大
加强了香港市民的信心。呼吁香港各界携手同行，
遏止暴力，保护家园，推动香港早日转危为安。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颜宝铃指出，要完成止暴制
乱的最紧迫任务，特区政府、警方、司法机构缺一
不可，唯有同心协力、全力以赴、互相配合，香港
才有机会从“乱”走向“治”，才能见到恢复秩序的
曙光。

香港新时代发展智库主席屠海鸣撰文表示，在
香港暴乱不断升级的关键时刻，国家最高领导人的
讲话，发出了止暴制乱、恢复秩序的最强音。习主
席对当前香港局势“三个严重”的定性，就是以

“底线思维”分析问题，指出了激进暴力犯罪行为的
极其危险性，警告暴徒不要玩火自焚。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龚永德说，习主席非常关心
香港，也显示中央全力支持香港止暴制乱。希望特区
政府与市民齐心抵制暴力，香港东方之珠的美誉是通
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得来，不应毁在这一代手里。

香港广东社团总会永远荣誉主席陈永棋指出，习主席的讲话显示他对香港
问题非常关注，希望香港尽快做到止暴制乱。如今暴徒的暴力行为不得人心，
全体香港市民应同特区政府团结一致，齐声向暴力说“不”。司法机关也应严
判暴徒，绝对不能姑息。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林健锋认为，习主席的讲话充分显示出中央对香港止
暴制乱和恢复社会秩序的热切期盼，反映中央对香港的关心与支持，同时为特
区政府、执法者、司法机构以及全港市民打气，有助安定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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