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生命与健康产业研究院

（原花园宾馆用房）装修改造工程已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以甬发改审批【2019】370 号文件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中国科学
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招标人为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
招标代理人为浙江育才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建设资金
来自医院自筹，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装修施工进行
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北郊路 159 号（原宁波花园宾馆内）。
建设规模：本工程装修改造原花园宾馆用房总面积 13490

平方米，其中科研实验室 5893 平方米，学术交流、医学人才住
宿、后勤等配套用房 7597 平方米，同时完成屋面防水、供热、供
配电、暖通、消防改造以及室外液氮塔等配套设施建设。

工程概况：本项目为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生命与健康产业
研究院(原花园宾馆用房)装修改造工程，位于宁波市江北区原花
园宾馆地块内，本工程有三个单体建筑：科研办公楼、小楼、宿舍
楼，总装修面积约 14020 平方米，科研办公楼为 5 层,宿舍楼为 4
层,小楼为 3 层，最大建筑高度为 20 米。

项目总投资：28330000 元。
招标控制价：21375602 元。
计划工期：6 个月。
招标范围：本项目装修改造工程包含设计范围内实验室、宿

舍楼、小楼的建筑、装饰、给排水、电气、暖通、智能化、市政等工
程的施工及保修期内服务。

标段划分：1 个。
质量要求：按国家施工验收规范一次性验收合格。
安全要求：合格，并确保获评宁波市安全文明标化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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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资质或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设计与施工一级资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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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建筑工程注册建造师一级资格，且

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 证）；
3.4 拟派项目经理无在建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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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项目人员未解锁的视同有在建项目，因特殊情况未
能解锁的，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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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完工证明材料。

3.5 其他：
（1）投标人及拟派项目经理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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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开标当日系统查询信息为准；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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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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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开标当日系统提供的信息为准）；

（4）投标人的人工工资须在本招标项目所在区审核通过（以
开标当日系统提供的信息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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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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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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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将对中标候选人及其法
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的“失信被执行人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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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9 日到 2019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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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体信息登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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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主体信息登
记办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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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详见当日公告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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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
地址：宁波市海曙区西北街 41 号
联系人：方工
电话：13685826105
招标代理机构：浙江育才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新晖路 155 号东城国贸 10 楼
联系人：李丹亚、李璐
电话：0574-89078027；13705748958
传真：0574-88116996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生命与健康产业研究院
（原花园宾馆用房）装修改造工程施工招标公告

为旧城区改建的公共利益需要，根据 《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
补偿条例》《宁波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
等规定，本人民政府依法作出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
关于高塘三村危旧房改造项目房屋征收的决定》（海政
发 〔2019〕 66 号），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收范围：东至望京欧院围墙 （不含）、新高
路 4 弄 （不含），南至新高路，西至新芝路，北至永丰
西路。具体门牌地址：高塘三村 1 号、2 号、3 号、4
号、5 号、6 号、7 号、8 号、9 号、10 号、11 号、12
号、12-1 号、14 号、15 号、16 号、17 号、18 号、19
号、20 号、21 号、22 号、23 号、24 号、25 号、26 号、
27 号、28 号、29 号、30 号、31 号、32 号、33 号、34
号、35 号、36 号、37 号、38 号、39 号、40 号、41 号、
42 号、43 号、44 号、45 号、46 号、47 号、48 号、49
号、50 号、51 号、52 号、53 号、54 号、55 号、56 号、
57 号、58 号、59 号、60 号、61 号、62 号、63 号、64
号、65 号、66 号、69 号、70 号、71 号、72 号、73 号、
74 号、75 号、76 号、77 号、78 号、79 号、81 号、新高
路 68 号、90 号、92 号、94 号、96 号、98 号、100 号、
102 号、104 号、新芝路 88 号、90 号、92 号、94 号、96
号、98 号、100 号、104 号、永丰西路 111 号、临 113 号

（原永丰西路 77 号）、临 117 号 （上述门牌地址范围内国

有土地上房屋；以上门牌均包括支号，个别门牌如有
遗 漏 ， 以 规 划 红 线 为 准）。 征 收 房 屋 总 建 筑 面 积 约
52300 平方米，征收总户数 831 户 （未含未经登记建
筑）。

上述征收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
二、房屋征收部门为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房屋征

收办公室，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为宁波市海曙区西门街道
房屋征收 （拆迁） 办公室。

三、签约期限为 90 日；在签约期限内被征收人签
约比例达到 90%的，补偿协议生效；未达到 90%签约比
例的，补偿协议不生效，本项目房屋征收决定效力终
止。搬迁期限为签约期限届满之日起 90 日。具体签
约、搬迁期限的起止日期由房屋征收部门另行公告。

被征收人对房屋征收决定不服的，可自征收决定生
效之日起 60 日内向宁波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
在征收决定生效之日起 6 个月内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

高塘三村危旧房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偿方案，见海
曙 区 人 民 政 府 网 站 （http://www.haishu.gov.cn/col/
col126858/index.html） 或者征收项目现场公告。

特此公告。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

2019年11月29日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关于高塘三村
危旧房改造项目房屋征收决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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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陈
也喆） 宁波戏迷迎来了一年一度的
甬剧盛宴，2019 宁波市甬剧艺术
节昨晚拉开大幕，四朵“梅花”助
力，10 台大戏将轮番上演。本次
甬剧艺术节由民营剧团打头阵，横
溪甬剧团的经典大戏 《雷雨》 率先
亮相逸夫剧院，赢得满堂喝彩。

宁波现有 20 多个业余甬剧团
队和社团，他们常年在乡村演出，
是甬剧最广泛的传播者。甬剧艺术
节为业余剧团搭建了展示的平台，
让常年在基层演出的甬剧大家庭成
员多了互相交流的机会。

横溪甬剧团是宁波民营甬剧团
中的一支“生力军”，也是市甬剧
研究传习中心下属的甬剧联盟团之
一，年轻化是其特色，40 多名演
员中一半以上拥有本科、专科学
历。在甬剧名家王锦文、沃幸康、
钟爱凤、全碧水、董阳焕等指导
下，横溪甬剧团排练了 《半把剪
刀》《天要落雨娘要嫁》《杨乃武与

小白菜》 等传统剧目。
“ 《雷雨》 是 2017 年排的现

代戏，曾在逸夫剧院上演，也去过
五乡、镇海、咸祥、东钱湖等地，

观众反响不错。此前为参加鄞州区
展演文艺团队考级，《雷雨》已经排
练了一个多月，这些天又进行了艺
术加工，大家非常重视甬剧艺术节

的首场演出。”横溪甬剧团负责人钱
后吟说，“甬剧艺术发展的势头越来
越好，一年一度的甬剧艺术节让更
多的人喜爱甬剧，戏迷对甬剧很有
感情，今年我们团大大小小的演出
超过120场。”

当晚的演出，由甬剧名家钟爱
凤执导，宁波著名越剧“男小生”
孙常遇出演周朴园，钱后吟饰演周
萍，王秋萍饰演繁漪。“以前看钱
后吟是听他唱越剧，后来他演甬剧
我 们 跟 着 看 甬 剧 。” 一 位 手 捧 鲜
花、早早来到逸夫剧院的戏迷说，

“上次的《半把剪刀》合作演出令人
印象深刻，由市甬剧团、原上海堇风
甬剧团和宁波很多业余团体的优秀
演员一起演，舞台上的‘曹锦棠’‘陈
金娥’各有特色，非常热闹。”

接下来的三天，民营剧团中的
优秀代表下应众兴甬剧团、姜山群
艺甬剧团、镇海海韵艺术团将为戏
迷带来 《借妻》《大雷雨》《守财
奴》 等剧目。

甬剧艺术节民营剧团打头阵
横溪甬剧团上演经典大戏《雷雨》

昨晚，横溪甬剧团的经典大戏 《雷雨》 在逸夫剧院上演，拉开了
2019宁波市甬剧艺术节的帷幕。 （周建平 摄）

本报讯（记者吴向正 通讯员
范亚儿） 记者昨日从市残联获悉，
省首届“最美浙江人·最美残疾人
工作者”名单日前揭晓，我市有两
人获此殊荣，分别是余姚市低塘街
道办事处残疾人专职委员许奶迪和
宁海县黄坛镇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
严亚芬。此外，鄞州区姜山镇政府
残联理事长陈翠君获“最美浙江
人·最美残疾人工作者”提名奖。

“只有带着爱心和感情，以情
同手足的态度关心残疾人，才能做
好残疾人工作。”这是许奶迪的工
作信条。作为一名基层残疾人专职
委员，13 年来，许奶迪跑遍了低
塘街道的角角落落，怀着“爱心、
恒心、诚心、细心”，真情为残疾
人服务，扎实做好各项工作，成为

整个低塘街道 1370 多名残疾人的
知心朋友。

严亚芬心系残疾人，走遍了黄
坛镇所有残疾人家庭。镇里哪位残
疾人家里有何困难、有何需求，严
亚芬心里一清二楚。为了帮助有困
难的残疾人，她经常奔走于各个部
门，为残疾人争取更多帮助。在残
疾人眼里，她是一名善良、贴心、
靠得住的好大姐。

据了解，本届“最美浙江人·
最美残疾人工作者”评选活动由省
委宣传部、省残疾人联合会组织开
展，推荐人物涵盖机关、基层，涉
及残疾人生活、康复、教育、就
业、文化工作等方方面面。最终评
选出“最美浙江人·最美残疾人工
作者”16 名，12 人获提名奖。

我市两人获评
“最美浙江人·最美残疾人工作者”

本报讯 （记者林海） 2019 宁
波东钱湖马拉松新闻发布会昨日下
午在市政府行政会议中心举行，宁
波东钱湖马拉松将于 12 月 8 日鸣
枪，赛事主办方发布了本次赛事的
logo、完赛奖牌及参赛服。

宁波东钱湖马拉松将有来自美
国、英国、俄罗斯、加拿大、肯尼
亚、新西兰、中国等 20 个国家和
地区的近 7000 名选手参赛，分别
参加全程、半程和迷你 3 个项目，
其中全程项目有近 2000 人参加。

据了解，宁波东钱湖马拉松是
国家 A 类赛事、浙江省马拉松积分

赛事，拟冲击“最美赛道马拉松”
称号。赛事由中国田径协会、宁波
市体育局和东钱湖管委会共同主
办，鄞州区政府协办，宁波广电集
团负责运营和推广。

赛事的起点设在宁波国际会议
中心选址地，比赛线路连通东钱湖
新城、湖泊、湿地、茶园、历史文
化景点等各种环湖休闲风景元素，
全面展示东钱湖和鄞州区的风貌。

“未来，我们将按照国际标准打造
马拉松赛道，使东钱湖成为体育运
动和休闲的目的地。”东钱湖管委
会负责人说。

宁波东钱湖马拉松12月8日鸣枪

【上接第1版①】 中俄代表分
别在黑河、阿塔曼斯卡亚和恰扬金
3 个管道沿线站发言，向两国元首
汇报：俄方已准备好向中方供气、

中方已准备好接气。
普京下达指令“供气！”
习近平下达指令“接气！”
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出席
上述活动。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起自俄罗
斯东西伯利亚，由布拉戈维申斯克

进入我国黑龙江省黑河。俄罗斯境
内管道全长约 3000 公里，我国境
内段新建管道 3371 公里，利用已
建管道 1740 公里。

【上接第 1版②】“这份‘严
厉’和‘极致’是建立在‘快乐援
疆’理念基础上的。”担任第九批
宁波市援疆指挥部指挥长后，张行
波从带好队伍的角度，提出了“快
乐援疆”的理念。其中，“对援疆
投入真感情，对工作保持好心态”
被放在了第一位。

库车县第六小学是第九批宁波
市援疆指挥部确定的第一个全额投
资项目。如何把这个项目建设好，体
现宁波水平？宁波援疆干部将学校
更名为“阳明小学”，并提出要“建设
南疆地区示范性小学的样板”。

库车是八度地震区。针对项目
建设中“减隔震”的问题，援疆干部
专门请权威专家确定技术的可行
性，与宁波住建部门对接，寻求解
决难题的最佳途径⋯⋯最终决定项
目采用“建筑信息模型”技术，该
技术在宁波也是领先的。

“一切坚持高标准操作！”如今
的库车县阳明小学，食堂采用了宁
波海绵城市的地下水处理技术，连
外墙也用上了耐久性极好的保温一
体板。除去冬歇期，连建设带装修
仅用了 6 个月，创造了援疆的“宁
波效率”。

快乐背后的担当

这个冬天，乌恰镇萨日喀古小
学和乌尊镇中学的孩子们可以在温
暖的教室里上课了。在援疆干部的
牵线下，宁波市慈善总会联合相关
企业赞助 30.8 万元，帮助两所学校
完成了供暖改造，并为学校墙面增
添了保温设施。

带上样品到上海、宁波的大型
超市推销，最终促成宁波一企业免
费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师阿拉尔
市设立红枣直销点；第一时间与后
方沟通，以最快速度落实资金，解
了兵团 900 多名新引进职工随迁子
女食宿和冬衣的燃眉之急；针对新
疆地广人稀的实际情况，将市中级
人民法院的“移动微法院”引入阿克
苏地区；组织筹建库车县一体化联
合作战中心，为公安系统注入“宁波
智慧”⋯⋯

把兵地并重原则贯穿援疆工作
始终。3 年来，宁波援疆干部额外为
一师阿拉尔市相关团镇争取到援疆
资金 900 余万元，选送 150 名团场干
部和连队负责人赴宁波学习。

“援疆是付出，更是一种收获”。

对宁波援疆干部来说，这些收获在
当地百姓送来的“团结瓜”里，在维
吾尔族百姓“感谢宁波来援疆，铁人
精神是榜样”的歌声里，在孩子《爸
爸不在的日子》的作文里。

“始终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扎实
的 工 作 作 风 ，持 续 发 力 ，善 作 善
成，充分展示了‘有信念、有情怀、有
作为、有形象’的宁波援疆铁军风
采。”阿克苏地委委员、库车县委书
记秦家友这样评价。

红色引擎下的创新

努尔·吾许老人拄上了四脚拐
杖，老党员托合提·达吾提拿到了电
风扇，阿依萨木·塔衣盖上了新被子
⋯⋯

今年 4 月，宁波一位援疆干部
给宁海县委组织部带去一份礼物
——一本记录册。薄薄的册子上写
满了库车县困难群众的感谢和问
候。400 多个库车群众的“微心愿”，
在宁海县党员志愿服务管理平台
发布后，短短几天时间收到爱心捐
款 73200 元。

“援疆扶贫重在精准、贵在创
新。”市援疆指挥部副指挥长郎客

宾 介 绍 ，甬 库 两 地 组 织 部 门 和 市
援 疆 指 挥 部 2017 年 联 合 发 文 ，在
全 国 首 创“ 党 建 援 疆 、党 建 共 建 ”
的模式。

“点亮万个微心愿”是其中的一
项特色活动。3 年来，宁波 50 万名党
员干部帮助库车百姓实现各类“微
心愿”近 9000 个。在“红色引擎”带
动下，全市 30 个卫星镇（中心镇、街
道）与库车县深度贫困乡和深度贫
困村一对一党建结对，共筹措各类
社会资金近 1400 万元。

一片初心映天山。3 年来，宁波
援疆指挥部带领受援地党员干部
一起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
实，通过微型党课让“红色好声音”
广为传播。甬库团结村、教育援疆
纪念馆等 10 家“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宁波援疆干部人才教育基地，
涵盖党性教育、革命传统、廉政教
育、党建富民、民族团结、援疆项目
等多种类型，持续丰富援疆队伍教
育形式。

“在教育基地，我看到了一批
又一批援疆干部的无私奉献和辛苦
付出。宁波援疆，亚克西！”库车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玛依努尔·艾海
感慨道。

讣 告
家父赵忠贵，宁波市鄞州区发展和改革局 （原鄞

州区计划委员会） 原副主任，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9
年 12 月 1 日，凌晨 0 时 52 分逝世，终年 74 岁，兹定于
12 月 4 日上午 8 时前，在宁波市殡仪馆弘德殿举行告别
仪式。联系电话：13905744755。

家属泣告。

本报讯（记者林海 通讯员朱
恒） 昨天，从日本东京蹦床世锦赛
赛场上传来好消息：镇海运动员范
心怡代表中国队出战，和队友合作
获得全能团体铜牌。

这是范心怡首次参加蹦床世锦
赛，也是宁波运动员第一次在蹦床

世锦赛成年组比赛中夺得奖牌。面
对众多高手，范心怡在比赛中沉着
冷静、发挥出色，为团体贡献了力
量，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范心怡曾经获得阿根廷青奥会
的蹦床金牌，这也是浙江蹦床运动
员第一次在国际大赛中夺金。

范心怡获得首枚蹦床世锦赛奖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