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 2020 年 S216 茅石线（K0+000～K17+118）路面提

升工程已由宁波市交通运输局以甬交发[2020]26号批准建设，项目
业主为象山县公路管理段，招标人为象山县公路管理段，招标代理
人为宁波弘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建设资金为上级补助解决，资金
已落实。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建设地点：位于 S216 省道茅石线。
2.2 建设规模：本工程施工实施范围为 K0+000～K17+118，全

长 17.118 公里。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路面病害处理，铺设沥青混凝
土面层、超粘磨耗层 64760 平方米、路面标线 8287 平方米，新建边
沟 300 米、挡土墙 633.9 立方米、护栏 2969 米，修复桥梁 6 座等附属
配套工程。

2.3 招标控制价：21822891 元。
2.4 计划工期：180 日历天。
2.5 招标范围：施工图纸范围内的路基、路面、桥梁涵洞及安

全配套设施等工程。详见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
2.6 标段划分：1 个标段。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具有省级

及以上交通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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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本项目拟委任项目经理的资格要求：以项目经理身份自

2015 年 1 月 1 日（以实际交（竣）工日期为准）以来完成过单个合同
工程造价 1200 万元及以上的大中修工程施工业绩，具有公路工程
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证书，具有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
并有有效期内的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书（B 证）；拟委任项目经理未在其他在建合同工程中任项目经理。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 各投标人均可就上述标段中的 1 个标段投标。
3.4 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

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
控股（含法定代表人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
标段的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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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经理无违法行为记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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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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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中标候选人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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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0 年 5 月 11 日至 2020 年 5 月

27 日 16 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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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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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投标文件
不予受理。

4.2 招标文件下载费用 3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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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参加投标者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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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d-
d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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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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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020 年 6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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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受理场所安排详见电
子指示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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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宁波

日报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象山县公路管理段
地址：象山县丹东街道丹河路 879 号
联系人：陈工
电话：13867833012
招标代理机构：宁波弘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象山县天安路 376 号
联系人：欧翔
电话：0574-65731353、13252400559

2020年S216茅石线（K0+000～K17+118）路面提升工程招标公告

二、竞买资格及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
具体竞买资格及要求详见地块挂牌出让须知。
三、挂牌出让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通过浙江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 （http://land.zjgtjy.cn/GTJY_ZJ/
go_home） 进行。申请人须办理数字证书，符合竞买要求，并按要求足额缴纳竞买保证金，方可参加网上挂牌
出让活动。

四、挂牌出让活动有关时间
（一） 挂牌报名时间：
2020 年 6 月 2 日 9:00 至 2020 年 6 月 10 日 16:00；

（二） 缴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
2020 年 6 月 10 日 16:00 （银行到账时间）；

（三） 挂牌报价时间：
2020 年 6 月 2 日 9:00 至 2020 年 6 月 12 日 10:00。
五、竞得人确定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六、其他事宜
挂牌出让文件及地块相关资料，可登录浙江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浏览或下载。
交易机构联系人：曲老师、向老师
联系电话：0574-89289941、89284903

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5月13日

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规定，经宁波市人民政府批准，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
奉化区阳光海湾44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主要规划指标要求

（甬土告〔2020〕01016号）

地块编号

甬储出
2020-
028 号

地块名称

奉化区阳光海湾
44 号地块

坐落位置

本地块位于宁波
滨海旅游休闲区
内，东至金海北
路，南至滨湖东
路、金海北路，西
至河道防护绿带，
北至应家新河防

护绿带

土地
用途

城镇住
宅及配
套用地

出让面积
（平方米）

157663

起始价
（元/平方米）

楼面地价 2000

保证金
（万元）

12000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0＜R＜1.8

绿地率
（%）

≥30

建筑密度
（%）

＜30

建筑限高
（米）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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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日内瓦 5 月 11 日电
（记者陈俊侠 李叶） 随着多国近
期逐步放松新冠疫情管控措施，世
界卫生组织 11 日呼吁各国保持对
病毒的警惕，以便在出现病例回升
时迅速采取控制措施。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当天在
视频新闻发布会上说，相关检测表
明，只有少数人体内携带新冠病毒
抗体，这意味着大多数人仍易感染

该病毒。世卫组织正在与各国政府
密切合作，确保关键的公共卫生措
施得以实施，以应对放松管控措施
带来的挑战。在疫苗被研制出来之
前，全面管控措施是应对病毒最有
效的方法。

他说，世卫组织之前曾发布指
南，概述各国在放松管控措施之前
应就三个关键问题做到心里有数：
首先，疫情是否得到控制；其次，

医疗保健系统能否应对放松管控措
施后可能出现的疫情反弹；第三，
公共卫生监控系统是否有能力检测
和追踪确诊病例以及密切接触者，
并掌握疫情进展。

谭德塞说，决策者在决定学校
是否以及如何复课前应考虑以下关
键因素：首先，对新冠病毒在儿童之
间的传播状况和儿童感染病毒的严
重程度有清晰认识；其次，考虑学校

周边新冠疫情是否严重；第三，了解
学校预防和管控疫情的能力如何。

他表示，新冠疫情暴露了全球医
疗设备分布不均的缺陷。世卫组织将
于12日启动“技术获取伙伴关系”，以
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当地生产重要卫
生产品（如口罩和呼吸机）的数量。这
种新的伙伴关系是团结互助的又一
很好案例，它旨在确保最新的卫生创
新技术能够运用于最需要的社区。

世卫组织呼吁各国警惕新冠疫情反弹

据新华社法兰克福5月11日电
新华社记者

工厂复工、商场复业、学校复课
⋯⋯随着新冠疫情防控取得积极进
展，德国、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近
来陆续公布或采取分步骤解禁措
施，恢复经济生产与社会生活。

分析人士指出，在 3 月份一度
成为全球新冠疫情“震中”的欧洲现
在正进入抗疫新阶段。逐步复工复
产有利于重启经济，缓解疫情对企
业生产与投资、居民消费与就业的
抑制，但同时也推高了疫情“二次暴
发”的风险。在一些国家，局部聚集
性感染已重现，经济恢复的不确定
性远未消除。

步入新阶段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

主任克卢格日前指出，4 月 12 日以
来，欧洲地区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数呈
下降趋势，出现了“缓慢”但“明确”的
积极信号，谨慎、渐进地解除限制措
施成为近期欧洲国家的普遍选择。

德国联邦政府 6 日与各州政府
达成协议，允许德国民众与其家庭
成员以外人员接触；允许所有商店
在满足卫生、限流等条件下重新开
放；允许医院、养老院等在无确诊病

例情况下接受指定人员探视；允许
开展户外休闲体育活动。此外，各州
还可安排学校在暑假前复课，恢复
酒店餐饮行业营业，并逐步开放各
类娱乐场所。

法国政府的解禁措施从 11 日
开始执行。法国总理菲利普表示，逐
步解禁的过程将至少持续数周。在
第一阶段，商店和学校将重新开放，
80%至 85%的学校将复课，约 100 万
名学生和 13 万名教师将返校。据法
国经济和财政部测算，11 日当天约
有 40 万家企业和商店复工，其中包
括 7.7 万家理发店、3.7 万家美容院
和 3300 家书店。不过，酒店餐饮等
行业仍处于停业状态。

根据英国政府 11 日公布的方
案，解禁将分三步走。第一步，自 5
月 13 日起，“积极鼓励”无法居家办
公的人员返回工作岗位，食品加工、
建筑、制造、物流、科研等行业应复
工；民众户外锻炼从每天一次改为
不限次数。第二步，最早自 6 月 1 日
起，商店逐步恢复营业，小学分阶段
复课。第三步，最早自 7 月 4 日起，酒
店餐饮等行业可以复工。

面对新风险
随着抗疫进入新阶段，欧洲各

国均在谨慎寻求控制疫情与复工复
产之间的平衡。英国首相约翰逊表
示，现在面临的挑战是找到一条前
进道路，既能保持来之不易的抗疫
成果，又能减轻封锁措施的负担，

“要达到平衡非常困难”。
一方面，解禁后病毒传播可能

正在重新加速。德国疾控机构罗伯
特·科赫研究所 10 日表示，德国新
冠病毒的基本再生数，即平均一名
感染者能传染给多少人，已从 8 日
的 0.83 回升至 1.13。该国两个州有
企业出现新发聚集性感染。

另一方面，分步解禁过程仍需
民众遵守个人防护和社交规定，如
佩戴口罩、继续保持社交距离等，但
一些民众正逐渐对此失去耐心。上
周末，德国柏林、法兰克福等多地发
生抗议政府限制措施的游行，引发
人群大规模聚集。

复苏谈何易
法国财长勒梅尔指出，复工复

产对法国经济至关重要。“我们正进
入一个新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
必须学会将经济活动、工作和防控
病毒结合起来。”

欧洲媒体认为，欧洲当前的解禁
措施对驱动经济复苏而言仍显杯水车
薪。在疫情未彻底消除的情况下，经济
发展依旧面临多方面的不确定性。

首先，由于疫情有可能“二次
暴发”，各国难以排除重启封锁措
施的可能性。例如，德国政府规定，
当某个地区 7 日内每 10 万人中新
增确诊病例累计达到 50 例，就必
须恢复相应“封城”举措。

其次，企业界对政府已公布的
解禁方案存有疑虑，从而影响复工
计划及商业信心。例如，英国政府公
布的解禁方案并不包含对复工复产
复学具体措施的指导。

再者，即便解禁，遭受严重冲击
的供应链和就业市场也难在短期内
恢复。法国 Xerfi 经济研究所日前对
1300 名法国企业家的调查显示，由
于需求不足、劳动力短缺和未来现
金流等问题，企业家对经济复苏总
体持悲观态度。

欧洲抗疫新阶段 复工复产“行路难”

这是5月10日拍摄的印度
尼西亚雅万高铁 2号特大桥施
工现场。（无人机拍摄）

当日，印尼雅万高铁首个
多跨连续刚构完成合龙，标志
着雅万高铁 2号特大桥施工进
入攻坚建设阶段。

（新华社记者 杜宇 摄）

雅万高铁
首个多跨连续
刚构合龙

新华社莫斯科 5 月 11 日电
（记者张骁） 俄罗斯总统普京 11 日
宣布，俄罗斯全国性统一休假结
束，将逐步开始解除限制措施。

普京当天发表电视讲话表示，
12 日起，俄罗斯抗击新冠疫情进
入新阶段，将开始解除限制措施，
但不会一下子全部解除，将采取新
的措施保障公民安全和支持经济。

普京说，俄罗斯自 3 月 30 日起
全国放假已经持续六个多星期，这
一措施减缓了新冠疫情的蔓延，为
俄罗斯赢得时间强化卫生系统。他
表示，全国性休假结束，但抗疫斗
争仍将继续，绝不允许局势再次恶
化和出现新一波疫情高峰。

普京说，俄罗斯目前的检测水
平可达每日 17 万次，到 5 月中旬，将
增加到 30 万次。俄罗斯全国各地都
具备为新冠患者提供治疗的条件。

普京表示，俄罗斯当前首要任
务是降低失业率。目前俄罗斯官方
登记失业人数是 140 万，相较 4 月
初增长了一倍。需要优先实施可促
进经济发展的措施，以保障企业稳
定运营。他还宣布，将向有孩子的
家庭、医疗人员和社会机构工作人
员发放补贴。

俄罗斯防疫指挥部 11 日发布
的新冠疫情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新
增 确 诊 病 例 11656 例 ， 累 计 确 诊
221344 例。

普京宣布俄将逐步解除限制措施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 5月 12
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非洲地区记者
报道：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1
日发布的新冠疫情数据显示，非洲
各 国 已 累 计 报 告 确 诊 病 例 64214
例，累计死亡 2293 例，累计治愈
22243 例。部分国家根据疫情发展
相应调整防控政策。

非洲疾控中心数据显示，以确
诊病例数和死亡病例数衡量，北非
地区是非洲大陆疫情最严重的地
区，而单个国家中南非是非洲累计
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

南非 11 日报告新增确诊病例
637 例，累计 10652 例；新增死亡
病例 12 例，累计 206 例；累计治愈
4357 例。11 日报告累计确诊病例
较多的非洲国家还有埃及 （9746
例）、摩洛哥 （6281 例） 和阿尔及
利亚 （5891 例）。

根据自身疫情，一些非洲国家
放宽了防疫措施，也有国家延长了
封禁期限。

塞内加尔总统萨勒 11 日晚发
表讲话，宣布放宽防疫措施。从
12 日起，宵禁时间由 20 时至 6 时
改为 21 时至 5 时，各商业场所可以

恢复正常营业时间，但每周必须关
闭一天用来消毒，宗教场所可以开
放，6 月 2 日起各学校可以开学。

博茨瓦纳首都哈博罗内市从 5
月 8 日开始逐步放松管控后，11 日
宣布再次封锁，并禁止进出。加纳
总统阿库福-阿多 10 日晚在电视演
讲中宣布，将禁止政治集会、节庆
活动、会议等公共活动至 5 月底，
以进一步应对该国持续扩散的新冠
疫情。加蓬内政部 11 日宣布全国
紧急状态结束。

与此同时，中国继续向非洲国
家伸出援手，共同抗击疫情。

中国 （湖南） 赴津巴布韦抗疫
医疗专家组当地时间 11 日下午抵
达津首都哈拉雷。未来两周，他们
将与当地医护人员共同开展新冠疫
情防控工作。

中国驻马里大使朱立英 11 日
出席中资企业向马里政府捐赠方舱
医院医用床交接仪式。马里卫生和
社会事务部长西迪贝代表总统、总
理和马里政府感谢中国政府无私分
享抗疫经验，感谢中国人民在危急
关头守望相助、不离不弃，感谢中资
企业为马里抗疫做出了巨大贡献。

非洲新冠确诊病例超6.4万
部分国家调整防控政策

5月 11日，在美国纽
约布鲁克林一家医院外，
医护人员准备将一名病人
送入急诊。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
斯大学 11 日发布的新冠
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美国累计死亡病例超过 8
万例。
（新华社记者 王迎 摄）

美国新冠死亡病例超8万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