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 2020 年 G329 舟鲁线北仑段（K100+580～

K107+920）路面提升工程已由宁波市北仑区发展和改革局以
仑发改基[2020]24 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宁波市北仑区公
路管理段，建设资金来自市级专项补助资金，项目出资比例
为 100%。项目已具备施工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
公开招标。

２.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 ：宁波市舟鲁线北仑段（K100+580～K107+

920）。
建设规模：实施里程约 7.3Km，主要内容为部分路段白改

黑、沥青路面病害处治、水泥路面碎板修复、交通标线恢复
等。

总投资（万元）：约 1400 万元。
招标控制价（工程施工预算）：11950734 元。
计划工期：施工工期为 3 个月，缺陷责任期 12 个月。
招标范围：施工图所包含的路基、路面及交通标线等的

维修施工及缺陷责任期内缺陷修复（详见工程量清单）。
标段划分：1 个标段。
质量要求：合格。
３.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且具备交
通运输部（或省级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公路养护
工程二类（乙级）从业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
相应的施工能力。

3.2 项目经理资格要求：具有公路工程专业二级注册建造
师及以上证书，具有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并具有交通运
输主管部门核发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 证）。拟委任项
目经理要求无在岗项目。

3.3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4 截止开标日之前投标人须在宁波市交通建设市场信

用信息管理系统完成基础信用信息录入并经审核通过。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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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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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应按招标文件专用条款规定的格式提供承诺
书。产生中标人候选人后，招标代理人将在公示前对中标候
选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的信息进行查询，若存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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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招标（资格预审）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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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下载招标文件的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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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关注本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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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办事指南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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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受到相关行政监管部门限制投标的企

业，请慎重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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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预审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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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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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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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预审申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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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北仑区公路管理段
地址：北仑区新大路 539 号
联系人：胡昕宇 电话：0574-86782856
招标代理机构：浙江科信联合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高新区江南路 598 号 95 国际商务大厦 A 幢

935935
联系人：毛军华 电话：0574-89076310

2020年G329舟鲁线北仑段（K100+580～K107+920）路面提升工程招标公告

１.招标条件
本 招 标 项 目 2020 年 S320 骆 霞 线 北 仑 段（K25 + 208～

K30+300）路面提升工程已由宁波市北仑区发展和改革局以
仑发改基[2020]25 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宁波市北仑区公
路管理段，建设资金来自市级专项补助资金，项目出资比例
为 100%。项目已具备施工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
公开招标。

２.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宁波市骆霞线北仑段（K25+208～K30+300）。
建设规模：实施里程约 5.1Km，主要内容为现状道路行车

道路面进行病害分类处理后，统一采用“超粘磨耗层”进行预
防性养护，交通标线恢复等。

总投资（万元）：约 740 万元。
招标控制价（工程施工预算）：5790661 元。
计划工期：施工工期为 2 个月，缺陷责任期 12 个月。
招标范围：施工图所包含的路基、路面及交通标线等的

维修施工及缺陷责任期内缺陷修复（详见工程量清单）。
标段划分：1 个标段。
质量要求：合格。
３.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且同时具

备交通运输部（或省级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公路
养护工程二类（甲级）、二类（乙级）从业资质，并在人员、设
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2 项目经理资格要求：具有公路工程专业二级注册建造
师及以上证书，具有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并具有交通运
输主管部门核发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 证）。拟委任项
目经理要求无在岗项目。

3.3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4 截止开标日之前投标人须在宁波市交通建设市场信

用信息管理系统完成基础信用信息录入并经审核通过。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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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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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应按招标文件专用条款规定的格式提供承诺
书。产生中标人候选人后，招标代理人将在公示前对中标候
选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的信息进行查询，若存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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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招标（资格预审）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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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下载招标文件的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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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关注本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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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办事指南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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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受到相关行政监管部门限制投标的企
业，请慎重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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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预审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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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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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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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预审申
请）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北仑区公路管理段
地址：北仑区新大路 539 号
联系人：胡昕宇
电话：0574-86782856
招标代理机构：浙江科信联合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高新区江南路 598 号 95 国际商务大厦 A 幢

935935
联系人：毛军华
电话：0574-89076310

2020年S320骆霞线北仑段（K25+208～K30+300）路面提升工程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环城南路西延（薛家南路至环镇北路）工程

交通科技设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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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市、区按“五五”比例承担。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
项目的材料采购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环城南路西延（薛家南路至环镇北路）工程

位于海曙区，包括环城南路新建段和秋实北路改建段。其中Ⅰ标段为秋实北路改建段，南起环城南路，北至环镇北路
（桩号 GYK0+628-GYK2+914.867，与环城南路主线高架分
界桩号为 K0+688，地面辅道分界桩号为 K0+688）；Ⅱ标段
为环城南路新建段，西起秋实北路立交，东至蓝天路（桩号
K0+688-K2+382）；Ⅲ标段为环城南路新建段，西起蓝天
路，东至薛家南路（桩号 K2+382-K5+581.048）和联丰路改
建段。

建设规模：Ⅰ标段秋实北路改建段长约 2287m，秋实北
路立交匝道总长约 1350m；Ⅱ标段长约 1694m；Ⅲ标段环城
南路新建段长约 3199m，联丰路改建段长约 700m。

招标控制价：Ⅰ标段 8742017 元，Ⅱ标段 8763473 元，Ⅲ

标段 13101941 元。
招标范围：环城南路西延（薛家南路至环镇北路）工程

交通科技设施各标段材料供货、安装到位及相关服务。
标段划分：3 个标段，投标人可对上述 3 个标段分别进

行投标，但最多只能中标其中一个标段。
交货地点：各总包施工标段施工地点，服从发包人总体

安排。
交货期：接到发包人供货通知后 90 天内到货并安装就

位，具体供货时间应满足施工使用计划和调整计划的要求。
3.各标段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各标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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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具备投标产品供货能力
的供应商；投标人须派一名项目负责人，并提供项目负责人
委任书。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 各标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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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各标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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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代理人对各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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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标段重新招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0 年 5 月 6 日到 2020 年

5 月 25 日 16:00（以下载时间为准，北京时间，下同），登录宁
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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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体信息登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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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体信息登记的通知》。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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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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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5 月 28 日 9 时 30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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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会
议室详见当日公告栏）。

5.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
（代理）人不予受理。

6.发布公告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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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楼
联系人：王皓、翁雪珺
电话：0574-87686671、87686084、15757827127
传真：0574-87686776

环城南路西延（薛家南路至环镇北路）工程交通科技设施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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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银行专栏

近日，宁波银行发布 2019 年年
报和 2020 年一季报，交出一份优秀
的成绩单。宁波银行快速向上生长，
源于其不断向下扎根，深耕实体经
济，为中小企业提供“看得见、够得
着”的融资服务，同时实现了风险控
制。

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
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

只有在服务实体经济的过程中，才
能真正形成银行的比较优势。宁波
银行作为为数不多资产过万亿的城
商行，企业客户已超过 38 万户。

2019 年 ，宁 波 银 行 在“211”工
程基础上，计划通过三年到五年的
努力，实现“123”客户覆盖率目标，
即每家分行个人银行实现本地户籍

人口数 10%覆盖，零售公司实现小
微企业目标客户 20%覆盖，公司银
行实现规上企业 30%覆盖，加速银
行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宁
波市作为全国十强外贸城市，进出
口企业流动性遭遇考验。3 月 26
日，在国家外汇管理局宁波分局全
力支持下，宁波银行作为全国首家
银行，成功直联接入全国跨境金融
区块链平台，国内出口企业融资全
面提速。截至 3 月 31 日，宁波银行
已通过平台办理出口融资超 5000
笔，放款金额折合 5.6 亿美元，服
务企业近460家。

全力服务小微企业
小微企业始终是宁波银行重要

的客户基础。2019 年，宁波银行加
大资源倾斜，加强小微企业金融服
务团队配置，依托宁波银行 APP、网
上银行、微信银行等触点，发挥“快
审快贷”“线上转贷融”“科技贷”等
产品优势，满足不同成长阶段企业
的多样化融资需求。

截至 2019 年底，宁波银行小微
企业客户数超过 29 万户，较上年末
增长 31%；贷款余额 795 亿元，较年
初增加 226 亿元，增长 40%。

2020 年 2 月 10 日，宁波银行率
先推出“抗疫情，送关怀”扶持小微
企业措施，为众多小微企业提供最
高 100 万元的优惠贷款。数据显示，
截至 3月末，宁波银行已发放优惠贷
款91亿元，惠及小微企业3.5万家。

始终把牢风险底线
宁波银行始终以“控制风险就

是减少成本”为理念，审慎经营，不
断完善全流程风控体系，扎实落地
各项风控措施，确保风险管理能够
经受得住市场考验，推动整体资产
质量持续稳定向好，促进业务结构
不断优化。2020 年第一季度，宁波
银行不良贷款率保持在 0.78%，这
是宁波银行连续 10 年不良率保持
在 1%以下。

2020 年这场疫情，见证了宁波
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初心、恒心、决
心。宁波银行始终不忘服务实体经
济的初心，始终践行保障企业金融
服务的承诺，全力帮扶企业平稳渡
过疫情影响期。

（摘编自“财经早餐”微信号）

宁波银行：“看得见，够得着”的中小企业融资纾困 日前，王女士将一面写有“为民
解难好银行，业务超赞好员工”的锦
旗送到农行慈溪坎墩支行，感谢该
行员工认真尽责的工作态度，以及
急客户所急、想客户所想的服务精
神，帮助她挽回损失 4 万元。

4 月 14 日，王女士急匆匆赶到
农行慈溪坎墩支行称自己被骗 4 万
元。她激动地表示，在网上购买化妆
品时，按照客服提示的操作流程，提
供了自己的身份证号码、支付验证
码等相关信息。随后，她收到一条短
信显示银行卡主账户转出 4 万元。
王女士开始怀疑这家化妆品公司的
真实性，便对客服提出取消交易的
要求，但被客服拒绝。关键时刻，王
女士回想起此前农行工作人员向她

介绍过的防电信诈骗小知识，立刻
锁定了该张借记卡密码，防止损失
的进一步扩大，并第一时间赶到网
点寻求帮助。了解情况后，该行员工
高度重视，通过及时操作处理，成功
避免王女士损失 4 万元。

据悉，近年来农行慈溪分行高
度重视金融知识普及和金融消费者
权益保护工作，致力于提高客户风
险防范意识，切实维护客户金融财
产安全。每季度针对各条线员工开
展相关培训，同时通过张贴海报、分
发折页、开设厅堂“微课堂”等形式
做实客户宣教工作，并深入社区、学
校、农村、企业等，持续做好金融知
识普及工作。

（俞檬杉 毛艺萤）

农行慈溪坎墩支行获客户锦旗

为响应“百地千行万员”活
动，认真落实中国人民银行宁波市
中心支行关于支持实体经济、深化
小微和民营企业金融服务的相关要
求，为制造业和小微企业提供金融
支持，近日，兴业银行宁波分行工
作人员积极走访多家企业，主动了
解企业复工和经营情况，对接企业
复工复产和经营资金需求，优化自
身服务方案，满足企业多元化需
求，助力企业正常开展生产经营。

针对制造业企业融资需求，兴

业银行宁波分行通过优化抵质押担
保等方式提高企业信贷融资可得
率；通过合理设置贷款期限和计息
方式，灵活设置贷款期限和还款方
式，缓解企业贷款期限和生产周期
错配问题，降低企业周转成本。对
于小微企业，兴业银行推出无本续
贷产品“连连贷”、网上自助“循
环贷”、房产抵押类“诚易贷”及

“易速贷”、中长期授信产品“年审
贷”，投贷联动类“三板贷”等专
属产品，简化续贷流程，实现融资

“无缝连接”，减轻企业还款压力，
减少利息支出。

针对科创型中小企业，兴业银
行宁波分行积极开展“知识产权质
押”融资。宁波某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主营产品为高效能光伏反光焊
带，相比较于传统一般焊带，该公
司产品能有效增加光线利用率，提
高产品功率。客户经理在实际走访
中发现，该企业拥有“带推杆推进
式光伏焊带储存盒”系列专利权，
在了解企业基本情况后，客户经理

马上收集材料，准备授信申报流
程，通过给企业办理知识产权质押
融资业务，盘活了企业无形资产。

兴业银行宁波分行未来将继续
做好“百地千行万员”融资对接工
作，主动承担金融行业的责任与使
命，进一步加大对接力度，加强宣
传力度，扩大惠企政策的知晓度，
深入了解民营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融资慢的痛点和堵点，提升金融
服务水平。

（王 颖）

兴业银行宁波分行多元化小微产品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您好，请戴好口罩，保持一米
的间距。”“您好，公筷公勺用起来，
健康文明上餐桌。”在鄞州银行总部
营业大厅里，机器人鄞鄞用萌萌的
声音不断提醒前来办理业务的客
户。大厅内的电子显示屏、宣传海报
都醒目地标识着公筷推行、分餐制、
垃圾分类等文明公约信息。

不仅在总行，各支行营业网点
也开展了“缤纷一米线”、倡导推行
公筷公勺等宣传。他们还根据实际
情况，开展了金融服务进社区、随手
做志愿等活动，动员广大群众参与
其中。

4 月 26 日，营业部向前来办理

业务的客户发放 160 份爱卫行动倡
议书，宣传十大健康文明好习惯。高
桥支行、彩虹支行、云龙支行爱卫行
动小分队利用下班时间走进社区开
展卫生清扫活动，他们将路上的落
叶清扫干净，并擦拭了道路两边的
垃圾桶。姜山支行 10 名志愿者走进
华泰星城小区，引导社区居民对垃
圾进行准确分类，并发放了 70 份爱
国卫生运动倡议书。首南支行联合
陈婆渡社区在荣安月园举行了“防
疫有我，爱卫同行”抗疫主题活动，
通过防疫材料发放、抗疫知识宣讲、
防疫知识有奖问答等形式普及卫生
知识。 （王 颖）

鄞州银行用实际行动践行爱卫运动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环城南路西延（薛家南路至环镇北路）工程

交通安全设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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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市、区按“五五”比例承担。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
项目的材料采购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环城南路西延（薛家南路至环镇北路）工程

位于海曙区，包括环城南路新建段和秋实北路改建段。其中Ⅰ标段为秋实北路改建段，南起环城南路，北至环镇北路
（桩号 GYK0+628-GYK2+914.867，与环城南路主线高架分
界桩号为 K0+688，地面辅道分界桩号为 K0+688）；Ⅱ标段
为环城南路新建段，西起秋实北路立交，东至蓝天路（桩号
K0+688-K2+382）；Ⅲ标段为环城南路新建段，西起蓝天
路，东至薛家南路（桩号 K2+382-K5+581.048）和联丰路改
建段。

建设规模：Ⅰ标段秋实北路改建段长约 2287m，秋实北
路立交匝道总长约 1350m；Ⅱ标段长约 1694m；Ⅲ标段环城
南路新建段长约 3199m，联丰路改建段长约 700m。

招标控制价：Ⅰ标段 7465459 元，Ⅱ标段 6912603 元，Ⅲ

标段 7675255 元。
招标范围：环城南路西延（薛家南路至环镇北路）工程

交通安全设施各标段材料供货、安装到位及相关服务。
标段划分：3 个标段，投标人可对上述 3 个标段分别进

行投标，但最多只能中标其中一个标段。
交货地点：各总包施工标段施工地点，服从发包人总体

安排。
交货期：接到发包人供货通知后 90 天内到货并安装就

位，具体供货时间应满足施工使用计划和调整计划的要求。
3.各标段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各标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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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执照经营范围须包含交
通安全设施相关内容，且具备投标产品供货能力的供应商；
投标人须派一名项目负责人，并提供项目负责人委任书。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 各标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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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各标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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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代理人对各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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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标段重新招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0 年 5 月 6 日到 2020 年

5 月 22 日 16:00（以下载时间为准，北京时间，下同），登录宁
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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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体信息登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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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体信息登记的通知》。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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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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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5 月 27 日 9 时 30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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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会
议室详见当日公告栏）。

5.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
（代理）人不予受理。

6.发布公告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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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楼
联系人：王皓、翁雪珺
电话：0574-87686671、87686084、15757827127
传真：0574-87686776

环城南路西延（薛家南路至环镇北路）工程交通安全设施招标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