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 《宁波市限价房管理办法 （试行）》（甬政
发 〔2009〕 34 号） 等文件规定，应家保障性住房区块
3#-1、4#地块限价房项目 （项目地名“甬樾湾”）
剩余房源推出申购，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房源情况
甬樾湾限价房项目，位于宁波市江北区庄桥街

道，南临铸锋路，西接规划康桥北路，占地面积约
10.99 公顷，建筑面积约 29.1 万㎡，限价房面积约 22.5
万㎡、2649 套。项目周边规划配套有幼儿园、九年一
贯制学校和邻里中心等服务设施。本次推出的甬樾湾
限价房是经过 2019 年 3 月推出申购后的剩余房源，截
至本公告发布日甬樾湾限价房剩余房源建筑面积约
4.26 万平方米、573 套，其中建筑面积约 72 平方米
426 套，约 78 平方米 117 套，约 88 平方米 30 套，选房
首日 （不含） 前如产生退房，将一并纳入本次推出房
源。

二、销售价格
本次推出的甬樾湾限价房剩余房源按照 2019 年 3

月推出申购所公布的一房一价销售。甬樾湾限价房
2019 年 3 月推出房源的销售均价为 9459 元/㎡，具体
房源的销售价格将在销售均价的基础上根据房源楼
层、朝向差等情况进行浮动。

三、供应对象及申购条件
甬樾湾限价房剩余房源面向海曙区、江北区、镇

海区、北仑区、鄞州区、奉化区、大榭开发区、宁波
国家高新区、东钱湖旅游度假区 （以下简称“市六区
及三个功能园区”） 范围内符合条件的家庭供应。海
曙区、江北区、鄞州区、大榭开发区供应对象及申购
条件见本申购公告，镇海区、北仑区、奉化区、宁波
国家高新区、东钱湖旅游度假区供应对象及申购条件
见当地另行发布的申购公告。

（一） 城镇中低收入家庭。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1．申请人取得当地城镇范围内常住户口 （即申

请人现户口在社区居民委员会、单位集体户口以及
2016 年 9 月 30 日前在村民委员会户口性质为非农的）
满 3 年 （申请人落户时间不含原农业户口取得年限，
市六区及三个功能园区落户时间可合并计算）；

2．申请前 12 个月家庭人均收入在市统计部门公
布 的 2019 年 度 城 镇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的 80%

（51908.8 元） 以下。
（二） 大学本科及以上毕业生和具有技师职业资

格或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应同时符合下
列条件：

1．申请人是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及以上
学历或劳动部门颁发的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或人事部门

颁发的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的在职人员；
2．申请人近 5 年在市六区及三个功能园区缴存住

房公积金累计满 36 个月；
3．申请前 12 个月家庭人均收入在市统计部门公

布 的 2019 年 度 城 镇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的 80%
（51908.8 元） 以下。

（三） 外来务工人员。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申请人是获得国家、本省、本市及本市区县

（市） 级党委、政府或国家、本省、本市市级有关部
门、单位授予的“优秀共产党员”“见义勇为先进个
人”“劳动模范”“道德模范”“五一劳动奖章”“港城
工匠”“技术能手”“首席工人”“外来务工明星”“优
秀外来务工人员”荣誉称号但不具有市六区及三个功
能园区常住户口的外来务工人员，或者根据 《宁波市
优秀外来务工人员户籍登记管理办法》（甬政办发

〔2009〕 192 号） 规定原属于优秀外来务工人员、现已
取得本市常住户口的人员。

2．申请人是具有国家高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但
不具有市六区及三个功能园区常住户口的外来务工人
员。

本公告所称的外来务工人员是指与当地用人单位
建立劳动关系的在职人员。

（四） 引进人才。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申请人是引进落户市六区及三个功能园区的

具有博士学位或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在职人
才。

2．申请人是引进落户市六区及三个功能园区的
具有硕士研究生学历学位、在市六区及三个功能园区
工作满 3 年且非机关、事业编制的在职人才。

在符合上述条件的同时，上述家庭还应同时符合
以下条件：在市六区及三个功能园区范围内无房屋或
所拥有的自有房屋 （包括已完成不动产登记、房屋买
卖合同网签以及有关规定认定拥有的房屋）、承租公
有住房 （包括军产、宗教产住房） 合并计算的建筑面
积低于户 36 平方米或人均 18 平方米 （自有房屋在 5 年
内转让、征收的应当计算在内）。

第 （一）、（二） 类对象经评估，1 至 2 人户、3 至
4 人户、5 人以上户家庭财产总额超过上年度当地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15 倍、20 倍、25 倍的，视作
不符合申请条件。

符合上述条件的单身人士 （离婚的需满一年），
可以单独申请购买甬樾湾限价房，但属于第 （一）、

（二） 类供应对象的，年龄需在 28 周岁 （含） 以上。
（五） 经审核符合条件并取得准购资格的家庭只

能购买一套限价房。申请人或其配偶已购买过低收入

家庭住房、经济适用住房或限价房等住房的，不得再
申请购买甬樾湾限价房。

（六） 关于家庭人口和申请人的规定。申请人及
其配偶、未年满 18 周岁的子女且拥有监护权的必须作
为家庭人口计算，离婚家庭未年满 18 周岁的子女归属
以离婚时法院判决书或调解书或离婚协议书为准，已
满 18 周岁的未婚子女可自愿选择是否作为家庭人口计
算。上述四类供应对象申请人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父母与已满 18 周岁的未婚子女构成的申请家庭，
只能由父亲或母亲作为申请人。

四、申请时间
受理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1 日—2020 年 6 月 30 日

（工作日），具体受理时间由各区自行规定，逾期视作
放弃申请，不予受理。

五、受理地点
申请受理由海曙区、江北区、镇海区、北仑区、

鄞州区、奉化区、大榭开发区、宁波国家高新区、东
钱湖旅游度假区各自组织实施。申请受理期间，符合
条件的申请人到申购预公告发布日 （2020 年 3 月 20

日，不含） 前户籍或工作单位注册地所在区 （功能园
区） 规定的受理点办理相关手续，详细情况请登录各
地网站查询。

六、其他事项
有关申购详细规定，可来电咨询或申请受理期间

到各受理点咨询并领取相关资料，或登录各地网站查
询。

特此公告
海曙区住房保障管理中心

江北区住房保障中心
镇海区住房保障中心
北仑区住房保障中心

鄞州区住房保障管理中心
奉化区住房管理和保障中心

大榭开发区保障房分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宁波国家高新区住房保障管理中心

东钱湖旅游度假区住房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宁波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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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市四明中学劳技楼装修改造项目已由宁

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20】32 号批准建设，
项目业主为宁波市四明中学，招标人为宁波市四明中学，招标
代理人为宁波市科翔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
由市财政资金安排解决 900 万元，学校自筹解决 86 万元，项目
出资比例为 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
行资格预审。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位于鄞州区中山东路 1001 号。
建设规模：对学校劳技楼进行立面改造、屋面维修、结构

加固、智能化、给排水及电气改造、2-6 层室内装修改造为学生
宿舍等。

项目总投资:986 万元。
招标控制价:8792504 元。
计划工期:110 日历天。
招标范围:学校劳技楼进行立面改造、屋面维修、结构加

固、智能化、给排水及电气改造、2-6 层室内装修改造为学生宿
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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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完

成后须进行空气质量检测并符合规定。
安全要求：合格
3.申请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申请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

照、安全生产许可证，同时具备①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
二级及以上资质、②特种专业工程（结构补强）专业承包资质
或由具备上述①、②资质的单位组成的联合体，并在人员、设
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2 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资格预审申请。联合体资格预审
申请的，应满足下列要求：联合体牵头人应具备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并负责派遣项目经理；
3.3 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二级注册建造师及以上（不含临

时建造师），（注册）专业建筑工程，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
合格证（B 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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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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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注册地在浙江省行政区域以外的申请
人，须通过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备案登记；

（2）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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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申请人的人工工资担保（保函信息）须在宁波市建筑
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显示：

申请人已按规定办理人工工资支付担保 （保函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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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担保在系统中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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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显
示登记地为海曙区或江北区或鄞州区或宁波市区。

（4） 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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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不得为失信被
执行人。在中标候选人公示前，招标代理人对中标候选人及其
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失信信息进行查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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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其他必要合格条件：详见第三章“资格审查办法”前附

表第 2.2 条款规定。
4.资格预审方法
4.1 本项目资格预审采用的有限数量制；
4.2 通过资格预审的申请人数量 11 家。
5.资格预审文件的获取
5.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规定的资格预审文件下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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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下载资格预
审文件，未购买资格预审文件的投标人，其投标申请将被拒
绝。

5.2 资格预审文件每套售价 300 元（其中电子交易平台使
用费 100 元），售后不退。

5.3 如有补充文件请关注本网站，自行下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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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资格预审文件，有意参加投标
者在网上下载资格预审文件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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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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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机构联
系。

5.7 未在网上购买资格预审文件的单位，其资格预审申请
文件不予受理。

6.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递交
6.1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即投标申请截止时

间，下同）详见时间安排表，资格审查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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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理场所见当日公告栏）。

6.2 本项目为网上招投标项目，电子资格预审申请文件要
求由宁波网络投标工具 V7.4.3 生成。

6.3 电子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须在投标申请截止时间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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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申请人可提交备份电
子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光盘或 U 盘形式），如提交备份电子资
格预审申请文件的，应单独密封包装，且与上传至系统中的保
持一致。

6.4 投标申请人成功上传加密标书，但因系统故障无法读
取时，方可调用备份电子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投标申请人须成
功上传加密标书，否则不予调用备份电子资格预审申请文
件），如均无法读取，则作否决投标申请处理。

6.5 本项目投标申请人须在资格预审申请截止时间前提
交“电子密钥”（CA 锁），并在“电子密钥”（CA 锁）上注明投标
申请人名称，否则，其投标申请将被拒绝。

6.6 逾期送达（或上传）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资格预
审申请文件，招标（代理）人不予受理。

7.资格预审文件公告发布
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

站（www.bidding.gov.cn）、宁波日报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四明中学
地址：鄞州区中山东路 1001 号
联系人：仇老师
电话：13373875001
传真：/
招标代理机构：宁波市科翔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海曙区盛海路 66 弄 29 号 3 楼
联系人：何欣、张时雄
电话：0574-83885614、13586522726
传真：0574-87300371

宁波市四明中学劳技楼装修改造项目预审招标公告
交易登记号:E3302010000005533001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世纪大道综合管廊（东明路-逸夫路）工程已

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20〕72 号批准建
设，项目招标人为宁波市绕城高速连接线建设有限公司，招标
代理人为德威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建设资金由市、区两级
统筹安排，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
该项目的勘察、设计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位于江北区、镇海区，南起东明路，北至逸夫

路。
建设规模：全长约 1740 米，规划布置于道路东侧防护绿带

内。工程建设采用盾构和明挖相结合施工工艺，其中盾构段采
用圆形断面、明挖段采用矩形断面；综合管廊断面分高压电力
舱和综合舱，其中高压电力舱规划纳入 6 回路 220KV 电力，综
合舱规划纳入 10KV 电力、通信、给水管，并预留污水压力管管
位。

项目总投资：估算总投资约 4.89 亿元，其中建安工程费约
2.69 亿元。

设计概算：建安工程费用限额设计为 2.69 亿元，具体以初
步设计批复的设计概算为准。

服务期限：总周期 40 日历天，其中勘察、初步（含扩大初
步、概算）设计 20 日历天；施工图设计 20 日历天。施工现场配
合服务从工程开工至工程竣工验收合格。

招标范围：世纪大道综合管廊（东明路-逸夫路）工程勘
察、初步（含扩大初步、概算）设计、施工图设计、施工配合服
务、设计精细化管理办法等。

标段划分：1 个标段。
勘察设计质量：按国家技术规范、标准及规程，达到招标

文件第五章“发包人要求”的勘察设计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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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投标人资质等级：投标人须同时具备①市政行业（城

市隧道工程）专业设计甲级资质（或市政行业设计甲级资质或
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②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勘
察）】甲级资质（或工程勘察综合甲级）；或具备上述①②资质
的联合体。

3.3 主设计师资格要求：市政或隧道类专业高级工程师及
以上职称（须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供主设计师委任书），联合体
投标的主设计师由承担设计任务的单位委派。

3.4 勘察负责人资格要求：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联合
体投标的勘察负责人由承担勘察任务的单位委派。

3.5 其他要求：
（1）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各方）及其拟派主设

计师、勘察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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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企业注册在浙江省行政区域以外的投标人（联合体投
标的，指联合体各方）已通过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备案
登记，须具备“外省工程勘察设计企业进浙承接业务备案证
书”且截至开标当日仍在有效期内。

（3）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各方）及其拟派主设
计师、勘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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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各方）及其法定代表
人、拟派主设计师、勘察负责人不得为失信被执行人。在中标
候选人公示前，招标代理人对中标候选人（中标候选人为联合
体的，指联合体各方）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主设计师、勘察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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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重新招标。

3.6 潜在投标人数量要求：资格后审合格的投标人均入围

参加本项目的投标。
3.7 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其中联合体牵头人须为具

备市政行业（城市隧道工程）专业设计甲级资质（或市政行业
设计甲级资质或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的设计单位，并负责
派遣主设计师。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0 年 5 月 18 日至 2020 年

6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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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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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公共资源交易主体信息登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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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300 元（其中电子交易平台使用费
100 元），售后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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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dding.gov.cn）查阅办事指南中《关于启动网上办理宁
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主体信息登记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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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与招标代理人联系。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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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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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受理场所安排详

见当日公告栏）。
5.2 本项目投标文件包括电子投标文件和书面形式的技

术标，其中书面形式的技术标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送达指定
地点，否则不予受理。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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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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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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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本项目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牵头人）须在
投标截止时间前提交“电子密钥”（CA 锁），并在“电子密钥”

（CA 锁）上注明投标人名称，否则，其投标将被拒绝。
为保证电子投标文件在投标截止时间前顺利上传，投标

人应适时提前上传投标文件，避免网络原因引起上传失败或
上传时间超出投标截止时间等问题。

6.招标公告发布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日报、中国宁波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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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绕城高速连接线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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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楼
联系人：王皓、翁雪珺
电话：0574-87686671、87686084、15757827127
传真：0574-87686776

世纪大道综合管廊（东明路-逸夫路）工程勘察设计招标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