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招标条件
本项目凌云公寓改造工程项目已由宁波国家高新区经发

局以甬高新经[2019]64 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宁波国家高新
区城市建设与环境保护管理中心，招标人为宁波国家高新区城
市建设与环境保护管理中心，招标代理人为宁波高专建设监理
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高新区财政，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一期工程施工进行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宁波国家高新区晶辉路 17、77 号凌云公寓。
建设规模：凌云公寓改造工程项目装修改造面积约 51000

平方米，项目分三期先后实施，本次实施一期工程。
项目总投资：概算总投资约 5472 万元。
招标控制价：暂定 1100 万元（最终数据招标人另以补充通

知形式发给各投标人）。
计划工期：730 日历天。
招标范围：本次招标范围包含①西区 3#楼装修改造、②东

西区智能化系统工程、③东西区所有宿舍楼外墙维修、④部分
景观绿化修复等工程的施工及保修服务（具体详见招标工程量
清单、设计图纸及招标文件相关说明）。

标段划分：1 个。
质量要求：按国家和行业施工验收标准验收合格。
安全要求：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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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时具备①企业营业执照经营范围须包含园林绿化类相关内容；②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及以上资质；③电子与智能化工
程专业承包贰级及以上资质，或具备上述①、②、③组成的联合体
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2 本次招标接受不超过两家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投标。联合
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联合体牵头人为具有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专业承包资质的单位，项目经理由联合体牵头人委派。

3.3 投标人（如为联合体的，指联合体各方）如在宁波市建
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系统”）中有施工企业信
用等级的，则不得评为 D 级（以开标之日所在季度的系统提供
的信息为准）。

3.4 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注册建造师贰级及以上，（注册）
专业建筑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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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其他：
3.6.1 企业注册地在浙江省行政区域以外的投标人（如为联

合体的，指联合体各方），须通过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备
案登记；

3.6.2 投标人（如为联合体的，指联合体各方）及其拟派项目
经理如在系统录入信息的，其相关内容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已在
该系统审核通过；

3.6.3 投标人（如为联合体的，指联合体各方）已按规定办理
人工工资支付担保且在有效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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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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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系统中需显示登记地为高新区；

3.6.4 投标人（如为联合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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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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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电子交易平台使用费
100 元），售后不退。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的递交的截止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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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标室一（宁波高新区广贤路997号行政服务中心南楼3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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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网高新区

分网、宁波日报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国家高新区城市建设与环境保护管理中心
地址：宁波国家高新区广贤路 997 号
联系人：金工 电话：0574-89289121
招标代理机构：宁波高专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前河南路 88 号 15 楼
联系人：刘工 程工 电话/传真：0574-89017160

凌云公寓改造工程项目一期施工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杭州湾跨海大桥桥墩局部冲刷跟踪观测研究

（2020 年度）已由宁波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甬交控[2019]36 号
批准建设，招标人为宁波市杭州湾大桥发展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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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工程地点：杭州湾跨海大桥起于北岸嘉兴市郑家埭，止于

南岸慈溪市水陆湾。
2.2 工程规模：桥轴线附近河势断面检测 12 条，每条 27.5km；

海中平台附近及重点桥墩局部冲刷观测 3.94km2等。
2.3 招标范围：杭州湾跨海大桥 2020 年度桥墩局部冲刷跟踪

观测研究服务。
2.4 服务期限：合同签订开始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
2.5 质量要求：合格。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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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其本身或内设测

绘机构具有国家自然资源部或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核发的甲级
测绘资质证书（业务范围包括海洋测绘），持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核发的有效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并在业绩、
人员、信誉、设备等方面具有相应服务能力。

3.2 投标人业绩要求：投标人自 2014 年 7 月 1 日以来（以合同
签订时间为准），至少独立承担过一个合同额不低于 50 万元的水
下地形测量项目（或水深测量项目）。

3.3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4 列入“黑名单”的单位和个人受到限制当事人资质、资格等

方面的行政处理决定且处在处罚期的，限制其参与宁波市公共资
源交易活动；列入“黑名单”管理范围的其他行政处理决定，限制

其参与投标（具体按照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宁波市公共资源
交易“黑名单”管理办法的通知（甬政发【2014】119 号）执行）。

3.5 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不得为失信被执
行人。如在预中标候选人公示前经“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
itchina.gov.cn 查询有“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的，取消中标候选人资
格，本项目重新招标。

3.6 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无违法行为记录（违法行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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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9 年 11 月 22 日到 2019 年 12 月

10 日 16 时（以下载时间为准），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http://www.bidding.gov.cn）下载招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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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招标文件下载费用 300 元。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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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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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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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机构联系。
5.投标保证金
5.1 金额：人民币 5 万元整，可采用以下任何一种形式缴纳
形式①：银行电汇或银行汇票
直接缴入以下账户。

温馨提示：此账号仅用于本项目投标保证金的缴纳，投标人
汇款成功后可使用已注册交易员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保证金管
理系统查询保证金是否缴纳成功。

保证金到账截止日期：2019 年 12 月 11 日 16 时（北京时间，以
资金到账时间为准）。

形式②：银行保函
银行保函应由投标人开立基本账户的银行开具，银行保函需

采用招标文件提供的格式（格式详见招标文件附件），且应在投标
有效期后 30 天内保持有效，招标人如按规定延长了投标有效期，
则投标保证金的有效期也相应延长。

备注：1、投标保证金采用银行电汇或银行汇票形式的，必须
从投标人基本账户汇出；2、投标保证金采用银行保函形式的，银

行保函原件应装订在投标文件的正本之中；3、将投标人基本账户
开户许可证复印件编入投标文件中。

形式③投标保证金保险
保单出具单位: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

司或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
咨询电话:0574-87861127（中国银行）、0574-87187113（中国

建设银行）；15957422900、13958226228（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18969893892、18957480689（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

5.2 退还时间详见本章“投标人须知”。
6.投标文件的递交
6.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13 日 9 时 30 分，

地点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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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受理场所安排详见电子指示屏幕）。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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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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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日报

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杭州湾大桥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慈溪市庵东镇虹桥大道 1 号
联系人：陈健
电话：18868616358
招标代理机构：宁波交投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宁川路 566 号创意三厂 3 号楼 105 室
联系人：陈金杰 林伟挺
电话：0574-88310329 13857858788 13566055022
传真：0574-88310915

杭州湾跨海大桥桥墩局部冲刷跟踪观测研究（2020年度）招标公告

标段号

001

金额
（元整）

50000

形式

银行
缴纳

收款人

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投标保证金专户
(公共资源交易)

开户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宁波东城支行

银行账号

3310198367105
0500863-1017

12月2日 星期一
海曙 古庵村一带、建工集团、建设集团（8:30-16:00）
12月3日 星期二
海曙 敬老院、迈腾（8:30-16:00）岐湖村一带、钧恒、润钶

（8:30-16:00）乌岩村一带、凤林村一带、横街村一带、应山村一
带、半山村一带、皎山牛场、歌丽思、绿宝、佳艺、恒洲升（8:30-
16:00）洞桥镇:沙港塘堰 6 号公变（9:00-15:00）洞桥镇：洞桥吴家
庄 3 号公变（9:00-15:00）石契街道:石碶 2 号公用变、伟盛模具加
工、石碶公用变 1 号公变、久灵住宅公变（8:30-15:30）

江北 洪塘街道洪盛路配变、千岛日用品、群英印务、瑞迪电
器、时代印刷、宝升安装、甬达机、昌华、惠创、涵宇服饰、三毛煤气、金
葵工贸、百富宁家纺、利诚工贸、苏氏刀片、明晶玻璃（8:30-16:30）

12月4日 星期三
海曙 丰成村一带，美亿，达美时，卡迪塑业，邦盛，俊捷，

瑞铭（8:30-15:30）洞桥镇：洞桥村 5 号、11 号公变（9:00-15:00）
洞桥镇:石臼庙川堂 2 号公变（9:00-15:00）

江北 洪塘街道下沈村、景逸玻璃、宏盛玻璃、天利刀片、
下沈经合社、丽华机械、晨阳交通、宁兴特钢、吉洋电器、大立工
贸、慈城气动（8:30-15:30）慈城镇西庙（8:00-15:50）

12月5日 星期四
海曙 鄞江镇：芸峰 1 号、4 号公变，芸峰村经济合作社，芸

峰五金厂（9:00-13:00）古林镇:城综古林 9 号、22 号、43 号、44 号
公变，华达 5318057812，奇晴 5310010058，电信 5310223910，施
家 3 号公变（7:30-15:00）

江 北 庄 桥 街 道 保 障 住 房 5005181615、保 障 住 房
5005181614、应家村部分（8:30-16:30）慈城镇赵隘村、下新屋、
建筑队、盛发精密钢管、江河水利（8:00-15:50）

12月6日 星期五
海曙 古林：望春工业区 5002172741，欧德隆 5310225250，

望春工业园建设 5318064717，中国联通 5320045730，布政村 4号、
7 号、8 号、13 号、16 号公变，古林大龄青年安置房 5002202029、新
睦5320153484、博杰5318008277、望春工业区（8:30-15:30）

江北 庄桥街道童家村部分、祥生材料（8:30-16：30）慈城
镇民族路、中国电信、四环汽配（8:00-16:00）

12月7日 星期六
海曙 章水镇：年墩 1 号公变、中国电信、翻身 1 号、2 号公

变、天雷坑 1 号公变、慕天山庄、黄岩头 1 号公变、赤水村经济合
作社、字丰 1 号公变（8:30-16:00）

增加：
11月27日 星期三
江北 夏家村一带（8:30-13:30）
杭州湾新区 海星股份合作社、海星村部分地区（9:00-16:30）
11月28日 星期四
杭州湾新区 海南村部分地区、鸿兴塑料制品厂（8:30-13:30）
11月30日 星期六
海曙 章水镇：杖锡水电站，后龙岩下 2 号公变，簸箕斗 1

号公变，李家坑村经济合作社，李家坑 1 号、2 号、3 号、4 号公变
（8:30-15:30）

取消：
11月28日 星期四
海曙 乌岩村一带、凤林村一带、横街村一带、应山村一带、半

山村一带、皎山牛场、歌丽思、绿宝、佳艺、恒洲升（8:30-16:00）古林
镇:城综古林 9 号、22 号、43 号、44 号公变，华达 5318057812，奇晴
5310010058，电信5310223910，施家3号公变（7:30-15:00）

11月29日 星期五
江北 慈城镇惠之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8:00-15:50）

宁波供电公司
网址：95598.zj.sgc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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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莫斯科 11 月 23 日电
（记者栾海） 据俄罗斯媒体 23 日报
道，俄罗斯准备在 2025 年前组建
能够完成作战任务的战斗机器人部
队。

俄新社援引俄国防工业系统人
士的话报道说，俄罗斯准备组建的
战斗机器人部队是全新意义上的兵
种，这些机器人能实现最大限度的

自动控制，很少需要人工干预，基本
能完成战场作战任务。俄将于 2020
年开始制订“机器人部队组建任务”
路线图，并准备在 2025 年前完成有
关科学研究、试验设计和组建战斗
机器人部队等一系列计划，然后将
这一新型部队纳入俄军管理体系。

报道说，俄罗斯目前研制的战
斗机器人将使用 5 种自动操作平

台，分别执行安保、运输、加油等任
务。它们能使用枪械、榴弹发射器等
武器，可施放执行一次性任务的无
人机。

据报道，研制能独立完成战场
作战任务的机器人，一直是俄军方
和研发机构的努力方向。俄军方和
机器人研发机构今年以来对新研制
的战斗机器人进行了协同配合演

练，取得良好效果。有俄罗斯媒体报
道说，俄军已将部分新研制的战斗
机器人送至叙利亚以接受实战检
验。

近年来，俄军实施大规模武器
装备现代化升级计划。俄罗斯总统
普京 22 日表示，俄军队现代武器装
备占比已超过 68%，这一占比将提
升至 70%并稳定维持在这一水平。

俄罗斯拟于2025年前
组建战斗机器人部队

新华社罗马11月24日电（记
者叶心可） 据意大利海岸警卫队
24 日消息，一艘载有非法移民的
船只 23 日晚在意大利南部兰佩杜
萨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 149 人获
救，约 20 人失踪，搜救工作仍在
进行。

意海岸警卫队在社交媒体上发
布的声明说，这艘船并未向外界发
送自身位置或求救信号。一位当地

居民看到它在风浪中发生险情后，
将情况报告给了救援部门。声明
说，获救者中包括 13 名女性和 3 名
儿童。

据意媒报道，获救者告诉救援
部门，船上载有超过 160 人。

兰佩杜萨岛位于意大利最南
端，是来自非洲和中东战乱地区的
难民和非法移民前往意大利本土和
欧洲其他国家的主要中转地之一。

一非法移民船
在意大利南部海域倾覆
约20人失踪

新华社洛杉矶 11 月 23 日电
（记者谭晶晶）美国“洞察”号火星探
测器团队日前表示，因故障暂停工
作的火星温度测量装置近日又恢复
了运行，继续下探作业以测量火星

“体温”。
任务团队在官方推特上表示，

在“洞察”号机械臂的帮助下，测温
装置上装载的代号“鼹鼠”的自锤式
长钉从此前所处的位置下探了 32
毫米。据介绍，机械臂将其铲子的侧
面垂直贴靠在“鼹鼠”侧边，将其固
定在下探的洞口，为“鼹鼠”向下掘
进增加摩擦力。

这部测温装置由德国航空航天
中心提供，放置在火星表面，用于测
量火星温度及内部热流动。“鼹鼠”
长约 40 厘米，能像机器人一样从火
星表面下探至 5 米左右深度展开测
量。但今年 2 月开始执行任务后不
久，“鼹鼠”即受阻“停工”，仅下探了
30 厘米左右。

任务团队认为，最有可能导致
“鼹鼠”停止工作的原因是摩擦力不
足。“鼹鼠”需要靠其周围的土壤增
加摩擦力抵抗设备的后坐力，以向
下掘进。但“洞察”号周围的土壤难以

提供足够的摩擦力，这可能造成“鼹
鼠”只在原地“弹跳”而无法下探。

今年 10 月，“鼹鼠”在“洞察”号
机械臂的外力辅助下开始继续工
作。“洞察”号搭载的相机捕捉到的
画面显示，“鼹鼠”从火星表面缓缓
下探。但几周后，“鼹鼠”再次从下探
的土坑中被弹出。任务团队分析认
为，是火星土壤的特殊质地对“鼹
鼠”下探造成阻碍，导致任务再次

“搁浅”。
本月初，任务团队发现“洞察”

号机械臂没能很好地固定“鼹鼠”的
位置，随即进行了调整，挪开机械
臂，仔细查看了“鼹鼠”周围土坑的
状况。此后，任务团队再次操控机械
臂将其铲子的侧面贴靠在“鼹鼠”侧
边，为其提供侧支撑力，帮助“鼹鼠”
继续下探。

任务团队表示，美国航天局喷
气推进实验室和德国航空航天中心
将继续找寻最佳方案，使“鼹鼠”正
常工作。

“洞察”号于去年 11 月 26 日在
火星艾利希平原成功着陆，执行人
类首次探究火星“内心深处”的任
务。

美“洞察”号探测器
测温装置又恢复运行

新华社耶路撒冷11月23日电
记者 尚昊 吕迎旭

一位客人走进一家拉面馆，告
诉服务员自己的需求。厨房中，厨
师在电脑程序中输入客人对面型和
配料的偏好。不久，一份利用 3D
技术打印的拉面成品出炉。厨师继
而设定拉面汤的味道结构，输入
咸、辣、酸等的占比。一分钟后，
这碗满足客人个性化精准需求的拉
面被端上餐桌。

这样的场景不是人们的想象，
而是已经实现的技术现实。21 日

晚在耶路撒冷举行的一场主题展览
上，以色列科学家为观众展示了这
一人类未来的就餐场景。

作为耶路撒冷 2019 年度“开
放餐厅”美食节的特别活动，以

“未来的食物体验”为主题的饮食
技术展亮相其中。来自以色列多地
的科学家、设计师、厨师等展示了
烹饪领域的最新进展和创新趋势，
展望人类未来的饮食图景。

专家们表示，技术因素在人类
饮食的发展中不可或缺。希伯来大
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混合实验
室首席研究员阿米特·佐兰说，将

传统烹饪与新技术结合起来的“数
字美食”将是未来人类饮食发展的
一个趋势。

在佐兰所在的实验室，研究人
员在传统厨房中部署了数字制造工
具，并通过混合食谱将其应用到烹
饪中，帮助厨师制作兼顾口感、风
味和美学的菜肴。

佐兰认为，数字美食有助于实
现人们对于饮食的个性化追求并减
少浪费，“未来的厨房中，厨师可
以根据用户的需求，计算配料的营
养成分并把握影响烹饪的相关化学
反应，以适应个人喜好”。

3D 打印、激光切割、数控铣床
⋯⋯近年来，一系列新技术在烹饪
领域的运用方兴未艾。以 3D 打印技
术为例，佐兰介绍，在未来的生活
中，人们可以将食材和配料放入容
器内，输入模型，制作自己想要吃的
食物，使烹饪变得更加简单。

“我们的实验室现在已经做出
了豆腐、意大利面、酥皮蛋糕等。
技术和人们对饮食的人文追求并不
冲突，通过技术，人们更多的创意
将成为可能。”佐兰说。

以色列著名的烹饪艺术设计
师、策展人莉龙·灿哈尼和她的团
队带来了最新的烹饪作品。她认
为，除了食材和食物本身，在未
来，人们会更多关注食物的设计和
饮食体验，食物可因人们的不同需
求而重塑，食物呈现的方式也更加
精准。

她认为，近年来，饮食科学的

发展与设计领域之间的合作正逐渐
增多，例如，一些新开发的烹饪装
置有助于整合食材和呈现食物。

当晚的展览上，以色列一些科
技公司展示了新研发的食材。这些
新型食材在体现科技感的同时，也
反映着人们对健康的追求。其中，
一种用新鲜螺旋藻制成的点心受到
了人们的欢迎。据介绍，螺旋藻富
含蛋白质和氨基酸，营养价值很
高，但是很少在烹饪中应用。通过
提纯和加工，这种食材正逐渐走进
人类的日常食谱之中。

长期以来，糖分摄取量过高一
直都是困扰健康学界的问题。如何
减少糖分添加量又保持人们期望的
口味？以色列 DouxMatok 公司进
行了尝试，以其研发的一种新型糖
制品给出了回答。据介绍，这一新
型食材的关键在于其中含有的食用
二氧化硅成分。这种含糖的二氧化
硅遇到唾液时能够更有效地扩散，
进而使人们获得较多的甜味体验。

“使用这种新型糖制品，可以
减少 40%的用糖量，但又不影响食
物应有的味道。”灿哈尼说，“这些
展出的新型食材在人类不断发展的
食物图谱中都是突破，让人们的饮
食更加健康、更加多元。我们举办
此次展览，希望能够引发人们思
考，并鼓励人们针对每种食材量身
定制，提供不同的饮食体验。”

实验室做出了豆腐、意大利面、酥皮蛋糕等

“数字美食”将是饮食发展趋势

11月21日，耶路撒冷饮食技术展上，观众在尝试一种新型食材。
（新华社记者 尚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