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荪湖山体美化工程建设需要，依据民函[2019]
32 号文件相关要求，决定对荪湖应家弄西侧大树山范
围内的坟墓实施迁移工作清零，现就有关坟墓迁移事
项公告如下：

一、迁移范围：荪湖应家弄西侧大树山范围内剩余
未迁移的坟墓。

二、坟墓迁移清零截止时间：2020 年 6 月 15 日。
三、迁移登记：上述范围内未迁移的坟墓，由墓主

或墓主亲属自登报之日起到荪湖村村委会登记，至 6
月 10 日仍未来登记的，视作无主坟处置，统一迁移至
慈城白鹤山公墓。

上述公告，请相互转告。
联系地址：江北区洪塘街道荪湖村村委会
联系人：项女士
联系电话：0574-87564970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洪塘街道办事处
宁波市江北区保国寺荪湖开发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2020年5月27日

关于坟墓迁移的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美术馆维修提升工程已由宁波市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19】373 号文件批准建设，项
目业主为宁波美术馆，招标人为宁波美术馆，招标代理人为
浙江凯翔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财政资金安
排，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馆藏
库房提升改造库房一体化工程设备的采购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位于宁波市江北区人民路 122 号。
建设规模：项目总用地面积为 14959 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为 23200 平方米。
项目总投资：3250 万元。
招标控制价：4711984 元。
招标范围：图纸及招标货物清单范围内的所有内容，含

库房专业典藏设备、文物典藏专用库房门、恒温恒湿系统、
调湿板系统、环境监测和自动控制系统、库房智能管理系统
等各系统的设备及管线的供货、安装、调试、检测、验收、技

术培训、保修及售后服务等。
标段划分：1 个标段。
交货地点：宁波市江北区人民路 122 号。
交货期及安装工期：与维修提升工程同步完工。
质量要求：按国家相关验收规范一次性验收合格。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为独立法人，并具有合法有

效的企业营业执照。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 其他：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的招

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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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投标将被拒绝。

4.2 招标文件下载费用 3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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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受理场所见当日公告栏）。

（B）本项目为网上招投标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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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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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bidding.gov.cn）网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美术馆
招标代理机构：浙江凯翔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云龙镇云彩路 487 号
联系人：赵丽芸、贺意波
电话：0574-83033570
传真：0574-83033570

宁波美术馆维修提升工程馆藏库房提升改造库房一体化工程招标公告
交易登记号:E3302050000005546001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市游泳训练中心项目已由宁波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16]320 号、[2016]594 号、[2020]50
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宁波市游泳训练中心，招标人为宁波
市游泳训练中心，招标代理人为中冠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建设资金来自原宁波市游泳训练中心拆迁补偿款和市体育局
彩票公益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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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用地位于高新区菁华路以北，剑兰路以

西，大东江与陈郎桥江交汇处以南。
建设规模：工程总建筑面积 13857.62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

筑面积约 10846.81 平方米，半地下建筑面积约 3010.81 平方
米。

项目总投资：概算总投资为 13800 万元。
招标控制价：约 8400 万元（含税）。
计划工期：480 日历天。
招标范围：建设两个游泳池（50m×25m、25m×25m）、更

衣淋浴室、体能训练室、食堂、教学用房、地下停车场以及环
网、配电等附属用房等（包含基坑围护、桩基、建筑、结构、通道
围护、通道土建、金属屋面系统、幕墙、精装修、给排水、消防
水、电气、消防电、暖通、室内灯具、智能化系统、室外道路及铺
装、停车位、室外绿化、室外消防给水、室外雨污水、雨水回收、
室外照明、标志标识及安全设施、给排水管网叠压设备，不包
括高低配、变压器、自来水、供电、广电、通信、燃气等专业单位
施工内容、电梯、泳池水处理设备、厨房设备等）建筑安装及配
套附属工程的施工总承包（具体详见图纸及工程量清单）。

标段划分：1 个。
质量要求：按国家和行业施工验收规范一次性验收合格。
安全要求：合格，达到宁波市建筑安全文明标准化工地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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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
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资格预审申请；
3.3 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注册建造师（不含临时建造师）

二级及以上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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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应按招标文件规定的格式提供承诺书。产生预
中标候选人后，招标代理人将在公示前对预中标候选人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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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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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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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数量制；
4.2 通过资格预审的申请人入围数量不超过 11 家。
5.资格预审文件的获取
5.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0 年 5 月 25 日至 2020 年 6

月 1 日 16 时 00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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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补充的招标（资格预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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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资格预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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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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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在网上下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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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020 年 6 月 5 日 9 时 30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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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本项目为网上招投标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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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人须在参加开标会议时携带单位电子密钥（CA 锁）。投标申
请人应在截止时间前提交本单位的 CA 锁，CA 锁应单独包封

（注明项目名称、单位名称），否则其投标将被拒绝。
6.2 在投标截止时间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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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包封上正确注明招标工程
名称、投标申请人名称等内容，且与上传至系统中的保持一
致。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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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报、宁波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www.bidding.gov.cn）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游泳训练中心
地址：宁波市海曙区紫薇巷
联系人：孙科
电话：15988609079
招标代理机构：中冠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高新区新晖路 155 号东城国贸大厦 19 楼
联系人：劳晓波、姚海娜、唐虹波
电话：0574-87298539、15728041208
传真：87355652-848

宁波市游泳训练中心项目施工资格预审公告

NINGBO DAILY11 时评//广告
2020年5月27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杨继学 电子信箱：llplb@sina.cn

凌 波

日前，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
展工作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指出，
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是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党中央、国务院
高度重视，各项决策部署和惠企政
策正在加快落实，中小企业经营情
况出现积极的边际变化。但也要看
到，经济全面复苏需要时间，当前中
小企业发展仍面临复杂严峻的局
面。

在我国，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
虽然是两个概念，但中小企业绝大
部分是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不仅是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也
是扩大就业、改善民生、促进创业创
新的重要力量，在稳增长、促改革、
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所以，让中小企业活起来，
就扎牢了稳经济的根基，稳经济的
目标就能实现。否则，中小企业不能
恢复疫前活力，GDP、税收、创新和
就业就会大打折扣。

宁波是制造业大市，中小企业
众多，民营经济高度发达，构成市场
主体的主要组成部分。疫情冲击之

下，中小企业规模小、实力弱、抗风
险能力低等弱点被放大，其中不少
遭受了严重损失，生产经营面临各
种困难。在疫情防控工作已经进入
常态化背景下，中小企业的复工复
产和生存问题，成为当前稳经济的
主要矛盾。疫情发生后，我市在落实
国家、省里政策的基础上，先后出台
32 项惠企政策，并成立了 9 个工作
专班，高效解决经济运行和企业发
展中的具体问题。目前，绝大多数中
小企业虽然复工复产了，但达产率
还需要提高，且面临着现金流紧张、
融资难、市场需求不旺、产品积压、
订单减少等困难。同时，针对企业的
纾困政策在落地和执行中也存在一
些问题，有企业对政策不知晓、看不
懂、不会用。

帮助中小企业复工达产、健康
发展，是系统性工程，既要立足当
前，帮助中小企业克服眼前危机，更
要着眼长远，引导中小企业高质量
发展。

当前，应围绕重点产业、龙头企
业、重大投资项目，打通“堵点”、连
接“断点”，加强要素保障，促进上下
游、产供销、大中小企业协同复工达

产。疫情所致的市场供应链中断是
系统性的，市场生态遭遇困顿，资
金、仓储、物流、人工诸环节的难题
叠加，需求端也陷入困境，相对疲
软。让中小企业活下来，除了输血，
还应疏通整个供应链，围绕绿色石
化、汽车制造、高端装备、关键基础
件等一批宁波优势产业，让更多市
场主体成为不同供应链的活力节
点。这样，健康的市场循环才能建立
起来，供需平衡机制才可恢复，而供
需平衡才是市场健康发展之道。

同时，应围绕重大投资项目，带
动中小企业增资扩产，发挥重大项
目在扩投资、优结构、兴产业、促转
型中的“定海神针”作用。还应充分
发挥龙头企业的牵引作用，“以大带
小”。大型龙头企业率先复工复产，
实现上产达效，能够带动中小企业
复工复产，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发
展的产业生态，推动全产业链贯通，
保障全面复工达产。针对复工复产
中遇到的“堵点”“难点”和“痛点”问
题，相关部门、行业组织应提供精准
服务，在龙头企业和配套供应商及
中小企业之间牵线搭桥，帮助其探
索新型合作关系，进一步完善全产

业链协同与互利共赢机制。
从长远来看，注重政策引导，重

视培育优质中小企业，鼓励其走高
质量发展之路，是服务企业的要义。
中小企业之所以普遍生命周期较
短，根本原因在于核心竞争力不强。
受疫情影响，现在是市场优胜劣汰、
行业洗牌的时候，这将倒逼一些低
质量运行的企业转型。中小企业应
顺势而上，聚焦于细分市场，加大研
发投入和稳健投资，走“专精特新”
发展道路，而政府部门则应立足本
职，致力于营商环境的改善和政策
引导，提高其与中小企业发展的适
配程度。

总之，在帮助中小企业纾困的
同时，要坚持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引
导企业及时转型、聚焦主业、提升竞
争力。这也是中小企业今后抵御风
险的重要支撑。

帮扶中小企业既要立足当前更要着眼长远
徐剑锋

“我们村里种着很多包心菜，以
前这个时候早已销售过半，今年还
一棵都没卖出去。实在没有办法了，
能不能帮帮我们！”5 月 20 日，三江
购物商品开发经理夏贤接到了象山
县高塘岛乡江北村农户施先生的求
助电话。随后，公司计划先分批次采
购 300吨包心菜，取名“加油菜”，并
在第二天运往三江所有门店。22
日，全市三江门店共上架“加油菜”
18吨，过了中午就已售空（5 月 26 日

《宁波日报》）。
受疫情影响，我市部分农产品

销售遭遇“寒流”，销售陷入困境。尽
管“卖难”现象年年有，但在今年这
个特殊年份，影响面更广，既关系市
场保供稳价，更关乎农民生计。三江
购物“一对一”地出手相助，切实解
决了当地农户的“卖难”问题，值得
点赞。

俗话说：酒香也怕巷子深，好产
品也需宣传好。或带货直播，或短视
频线上推广，或依托微信小程序、抖
音等网络平台，实时发布货源信息，
不断扩大销售覆盖面和市场知晓
率，近期我市在农产品营销上使出

“十八般武艺”，实现农产品“最初一
公里”到“最后一公里”的直接联通，
不少好做法值得总结提升。

供销社是农产品进城的重要渠
道，在解决“卖难”问题上，这个时候
应主动拉一把、送一程，发挥其为农
服务主力军作用，健全农产品产销

运对接平台，积极穿针引线、牵线搭
桥，组织采购主体与本地农业生产
主体“入群”，精准对接供需信息，广
泛开辟“绿色通道”，有效促进农产
品市场顺畅流通，确保优质农产品
第一时间能够直达消费者餐桌。

疫情面前，“无人经济”“到家经
济”风起云涌，手机下单、指间消费、
无接触式配送到家广受欢迎。解决

“卖难”问题，需要向“互联网+”要
市场，抓住消费新变化、新特点，把
握电商运作规律，开辟网上销售主
战场，在打通消费、流通、生产各环
节痛点和堵点上下功夫，促进农产
品既“卖得了”更“卖得好”。

实践证明，不让农产品烂在地
里，打通冷链物流是关键。尤其是疫
情防控常态化情况下，完善冷链体
系建设更显迫切。今年中央一号文
件提出，加强农产品冷链物流统筹
规划、分级布局和标准制定。于宁波
而言，应围绕“政府主导、市场主体、
农民主力”，强化龙头企业与物流配
送企业的强强联合，通过构建专业
化的人才队伍、依靠精良的设施设
备，全面打开从采购、冷链包装、运
输到冷库储存、分拣，再到冷链配送
的全流程冷链通道，为农产品延长
生命周期、抢占广阔市场打下坚实
基础。

一言以蔽之，解决农产品“卖
难”问题事关农业发展大局，只有把
困难想得更多一些，把工作做得更
精准一点，政企抱团，共克时艰，才
能为稳农富农作出更大的贡献。

精准施策解决农产品“卖难”

苑广阔

“只需加好友、转发朋友圈即可
免费领取价值不菲的车厘子……”
近日，成都市民张先生看到朋友圈
发布的免费领车厘子信息，果断入
群准备领 3 斤尝尝。结果张先生不
仅没收到车厘子，还被骗了 50元（5
月 26 日澎湃新闻）。

因为轻信了朋友圈免费领取车
厘子的信息，张先生最终被骗走了
50 元，但他已经很幸运了，有些人
因为轻易相信类似的信息，最终损
失了几万元乃至十几万元。

这种“免费领商品”的骗局，虽
然绝大多数网友不会轻易相信，但
也总有人会信，而骗子的基本套路
就是“普遍撒网，重点捕鱼”，哪怕
100 个人里面有一个人相信，他们
就会诈骗到钱财。今年 2月份，宁波
慈溪警方就侦破了一起电信网络诈
骗案，犯罪嫌疑人以免费送榴莲为
幌子诱骗受害人刷单，最终涉案金额
达到了惊人的3800万余元。

令人警惕和担忧的是，骗子在抛
出“免费领商品”的诱饵时，第一个前
提条件就是要求网友转发到自己的
朋友圈，或者是发布到多少多少个微
信群。这就会导致这些虚假诈骗信息

呈几何级数的传播，然后把潜在的受
害人从无数网友中筛选出来，使其最
终掉进骗子精心设置的陷阱。

所以要想遏制这样的骗局继续
肆虐，除了依靠警方、电信部门以及
微信平台的积极作为之外，还有很
重要的一点，就是普通网友拒绝转
发这样的信息，把它屏蔽在自己的
朋友圈之外。很多网友之所以会在
自己的朋友圈转发这样的诈骗信
息，一方面是抱着贪图小便宜的心
理，总想着天上会掉馅饼；另一方面
则觉得朋友圈是自己的，转发什么
信息是自己的权利和自由，不关其
他人什么事情。

然而，先不说贪图便宜的心理
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不负责任地在朋
友圈转发一些虚假诈骗信息，本质上
来说也是一种“无心之恶”。既然是朋
友圈，顾名思义，里面的人以自己的
朋友为主，那么我们在朋友圈的活
动，就要顾及朋友们的利益，不能因
为自己的“无心之恶”而把他们置于
被诈骗的境地。朋友圈是你的没错，但
是它本身具有“公共场所”的属性，上面
出现的信息会给他人带来影响，所以

“朋友圈不是法外之地”已经成为一种
社会共识，每个人需要对自己在里面
发布的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负责。

警惕朋友圈的“无心之恶”
郑 良

“打伞破网”，严惩公职人员
涉黑涉恶犯罪；“打财断血”，彻底
铲除黑恶势力经济基础。正如俗语
所说：打蛇打七寸、挖树先挖根，最
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对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的这两个要害问题做了
专门阐述，合民意，顺民心。

坚决“打伞破网”，是挖出“恶
树”之“根”的必然之举，更是深入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中之
重。黑恶势力发展壮大，和背后形
形色色的“保护伞”“关系网”密不
可分，少数公职人员特别是党员干
部中的个别害群之马，和黑恶势力
沆瀣一气，包庇、纵容，甚至成为涉
黑恶犯罪共犯，导致一些黑恶势力
长期作恶，为祸一方，群众对此反
映极为强烈。彻查黑恶犯罪背后的
腐败问题，打掉各种“保护伞”“关
系网”，才能消除黑恶势力滋生蔓
延土壤，才能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
到公平正义。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
查处的孙小果案、杜少平操场埋尸
案，依法严惩黑恶势力背后“保护
伞”，多名公职人员受到法律惩处，
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
果，群众拍手称快。

实现“打财断血”，是打准黑
恶势力“七寸”、防止其死灰复燃
的有效手段。黑恶势力通过有组
织的违法犯罪活动，向工程建
设、交通运输、矿产资源等行业
和领域渗透，欺行霸市，形成垄
断，严重侵害群众利益，扰乱社会
和经济秩序。对于黑恶势力获取巨
额非法利益，必须运用各种法律手
段，包括判处财产刑，追缴、没收违
法所得等，摧毁其经济基础，既让
黑恶犯罪组织和成员违法所得

“清零”，更让其丧失“造血”能
力，无法继续生存作恶。

今年是实现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三年目标的决胜之年，“除恶务
尽”是实现目标任务的必然要
求，更是人民群众的深切期盼。
持续、彻底“打伞破网”“打财断
血”，方能除恶务尽，要通过完善纪
检监察、公安、检察、法院等部门
协作机制，深挖彻查黑恶案件背后
的“保护伞”“关系网”，推动“打
伞破网”取得更大战果；强化部门
协作，加强大数据手段运用，完善
涉黑恶财产查找、控制机制，做到
涉黑恶财产全查清，依法处置，以
除恶务尽的成效涤荡黑恶势力，建
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打准“黑七寸”，深挖“恶树根”

王 琪 绘高 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