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招标条件
甬临线宁海岔路桐洲至桑洲麻岙岭段改道工程已由宁波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16】447 号文件批准建
设，项目业主为宁海县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自
筹，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招标人为宁海县交通集团有限公
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机电工程施工进行公
开招标，实行资格后审。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工程地点：位于宁海县桑洲镇
建设规模：主要工程内容为桑洲岭隧道（右洞 1405m）洞内

外的通风、照明、配电、监控及消防等。
工程造价：1677.4990 万元。
计划工期：5 个月。
质量要求：标段工程交工验收的质量评定：90 分及以上。
标段工程竣工验收的质量评定：90 分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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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独立法人资格、具有公路

交通工程专业承包公路机电工程分项一级资质，并在人员、资
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具体要求见资格审查条件）。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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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同
时参加同一标段的投标。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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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投标人无违法行为记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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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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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预中标候选人公示前经“信用中国”网站（www.
creditchina.gov.cn）查询有“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的，取消预中标
候选人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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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1 日到 2020 年 8

月 14 日 16:00（以下载时间为准）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站（http://www.bidding.gov.cn）下载招标文件。

4.2 招标文件下载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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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办事指南中《宁波市公共资
源交易主体信息登记没办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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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未按要求下载招标文件的投标人，其投标将按否决投

标处理。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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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招标人不召开投标预备会，不组织现场踏勘，有需要

的投标人自行踏勘现场。

5.2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0 年 8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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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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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招标公告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

www.bidding.gov.cn）和宁波日报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海县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宁海县桃源街道兴海北路 99 号
邮编：315600
联系人：王先生
电话：0574-59957150
招标代理机构：浙江至诚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宁波市江北区槐树路 146 号 1708 室
邮编：315000
联系人：黄先生
电话：0574-27964312

甬临线宁海岔路桐洲至桑洲麻岙岭段改道工程（桑洲岭隧道机电右洞）施工招标公告
交易登记号：G3302260000005697001

华东物资城机电市场价格行情
物资名称

发泡剂、玻璃胶

套筒直销

管道批发

机油批发

平口钳、老虎钳

电动叉车

塑胶批发、制作

小何厨业

万向轮、脚手架

消防器材

建材钢结构材料

传动配件

辐射管（电炉配件）

因行情变化，以当日报价为准。产品种类繁多，欢迎垂询、交易。

规格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品牌
之江、道康宁

火圣

天雁

美孚、霸王

大连

通力

厂方直销

厂方直销

厂方直销

厂方直销

厂方直销

厂方直销

厂方直销

价格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联系电话
15888066961

15867860555

15957863888

13777062057

13967865177

13396699606

15906513322

13906688017

13857408441

13736148883

13008941320

13566022488

13906680771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宁穿路535号 电话：87800666
日期：2020年7月23日

为保障江北区慈城镇乍浦桥危桥重建工程的顺利实
施，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三十九
条的有关规定，决定自 2020 年 7 月 28 日—2020 年 11 月
30 日，0：00－24：00 禁止一切车辆、行人在乍浦桥上
通行，受限车辆请绕行新横八路、慈浦路等道路。

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受交通管
制影响的单位和市民请提前选择好出行线路，遵照现场
交通标识指示通行。

特此公告。
江北区公路管理段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2020年7月24日

关于江北区慈城镇乍浦桥危桥重建工程
施工期间交通组织调整的公告

（2020年第6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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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 7 月 22 日电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 22 日发表声明
说，7 月 21 日，美方突然单方面
要求中方限时关闭驻休斯敦总领
馆 ， 这 是 对 中 方 发 起 的 政 治 挑
衅，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以及中美领事条约有关
规定，蓄意破坏中美关系，十分
蛮 横 无 理 。 中 方 对 此 强 烈 谴 责、
坚决反对。

声明说，中方一贯坚持不干涉
别国内政。多年来，包括驻休斯敦
总领馆在内的中国驻美使领馆，始
终根据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和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 规定在美
履职，致力于促进中美两国的交往
合作，增进两国人民互相了解和友
谊。美方有关指控毫无根据，纯属
无稽之谈，所用的借口牵强附会，
完全不成立，正可谓“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声明指出，说到对等，中方根

据 《维 也 纳 外 交 关 系 公 约》 和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 为美驻华
外 交 机 构 和 人 员 履 职 提 供 便 利 。
反观美方，去年 10 月和今年 6 月
两次对中国驻美外交人员无端设
限，多次私自开拆中方的外交邮
袋，查扣中方公务用品。由于近
期美方肆意污名化和煽动仇视，中

国驻美使馆近期已经不止一次收到
针对中国驻美外交机构和人员安全
的威胁。

声明说，单就中美驻对方国家
使领馆数量和外交领事人员数量而
言，美方远远多于中方。美方不要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声明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
撤销有关错误决定。否则，中方必
将作出正当和必要反应。

中国驻美使馆：

强烈谴责美方要求中方限时关闭驻休斯敦总领馆

这是7月23日在东京站前拍
摄的显示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倒计
时的电子钟。

当日，东京奥组委在东京举
办活动，纪念推迟后的奥运会倒
计时一周年。按照奥组委确认的
新赛程，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将在
2021年7月23日晚8点开始。

（新华社发）

东京纪念奥运会
倒计时一周年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23 日电
（记者梅世雄 孙少龙） 记者 23 日
从退役军人事务部获悉，日前，退
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财政部、
交通运输部、文化和旅游部 5 部门
联合印发 《关于做好烈士亲属异地
祭扫组织服务工作的意见》（以下
称 《意见》）。《意见》 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引，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
要求，以需求为导向，加强精细化
管理和人性化服务，切实做好烈士
亲属异地祭扫组织服务工作，进一
步增强烈士亲属的荣誉感和获得
感，在全社会树立缅怀英烈、尊重
烈属的良好风尚。

《意见》 指出，因烈士未安葬
在其亲属户籍所在地或者常住地省

份，烈士亲属前往烈士安葬地或者
纪念地省份开展祭扫纪念活动的，
各地应按规定提供服务保障。《意
见》 明确了烈士亲属异地祭扫组织
服务对象，包括烈士的父母 （抚养
人）、配偶、子女、兄弟姐妹，并
针对无上述人员的情况，将组织服
务对象范围扩大到祖父母、外祖父
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女婿、儿
媳、公、婆、岳父、岳母等。

《意见》明确了烈士亲属异地祭
扫的服务方式、保障措施和办理程
序，规定符合条件的烈士亲属可以
选择“组织祭扫”或者“自行祭扫”，
原则上每年一次，并明确了烈士亲
属在祭扫期间食宿、交通等方面的
保障标准，以及在交通出行和文化
服务方面享受的优惠优先政策。

退役军人事务部等5部门：

切实做好烈士亲属
异地祭扫组织服务工作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23 日电
（记者余俊杰 陈爱平） 针对社会
反映强烈的商业网站平台和“自媒
体”扰乱网络传播秩序突出问题，
国家网信办自 2020 年 7 月 24 日起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集中整治。整治
期间，将依法依规严厉查处一批问
题严重的网站平台、封禁一批反映
强烈的违规账号。

国家网信办负责人在 7 月 23 日
召开的视频会议上表示，各网站平
台决不能有侥幸心理和“过关”思

维，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深入开
展自查清理，规范自身行为、管好
平台账号。各地网信部门将按照统
一部署，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督导检
查，对自查不深入、自纠不彻底的
网站平台，依法依规处置，整肃行
业乱象。

此次集中整治将坚持问题导
向和开门整治，整治期间，欢迎
网民举报提供线索 （国家网信办
违 法 和 不 良 信 息 举 报 中 心 网 址 ：
www.12377.cn）。

国家网信办：

集中整治商业网站平台和
“自媒体”违法违规行为

新华社多哈 7月 22日电 （记
者杨元勇） 卡塔尔航空公司 （卡
航） 22 日提出国际仲裁，要求与
卡塔尔断交的沙特阿拉伯、埃及、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及巴林四国向
卡航支付总额不少于 50 亿美元的
赔偿。

根据卡航当天在其官方网站发
表的声明，依据伊斯兰合作组织投
资协议、卡塔尔与埃及之间的投资

协议以及其他投资协议，卡航以国
际仲裁的方式向上述国家提出了赔
偿要求。

声明说，上述四国 2017 年 6 月
5 日宣布与卡塔尔断交，并对卡塔
尔实施海陆空封锁。在没有预先警
告的前提下，四国关闭了卡航在这
些国家的办事处，叫停了卡航在这
些国家的业务，禁止卡航飞机穿越
其领空等，故意对卡航造成伤害。

卡航向沙特等国提出巨额索赔

据新华社喀布尔 7月 23日电
（记者陈鑫 邹德路） 阿富汗国防
部 23 日发表声明说，阿安全部队
22 日晚在东部楠格哈尔省胡吉亚
尼地区击毙 31 名塔利班武装人员。

声明说，一伙塔利班武装人员
计划袭击胡吉亚尼地区一处安全检
查站，安全部队在相关行动中击毙
31 名 武 装 人 员 ， 摧 毁 多 台 车 辆 ，
并排除 5 枚简易爆炸装置。

阿富汗安全部队
击毙31名塔利班武装人员

新华社北京7月23日电
新华社记者

美方日前突然单方面要求中方
限时关闭驻休斯敦总领馆，这是对
中方发起的政治挑衅，是对华采取
的前所未有的升级行动。国际社会
普遍认为，这一蛮横无理的行径严
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蓄意破坏中美关系。美方如何
沦为国际规则和利益的破坏者？

单边霸凌危害国际关系

多年来，包括驻休斯敦总领馆
在内的中国驻美使领馆，致力于促
进中美两国的交往合作，增进两国
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美方的有关
指控毫无根据，纯属无稽之谈，所
用的借口牵强附会，完全不成立，
正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院
长、中国国际法学会常务理事孔庆
江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一
国突然要求他国关闭总领馆，此事
在国际关系中极其罕见，再加上要
求限时闭馆，更加反常和霸蛮。“这
表明，中美两国人民长期以来特别
是中美建交以来积累起的情谊，正
在被今天的美国政府侵蚀消耗。”

这是美方单边主义、霸凌行为
的再次升级，与相互尊重、平等相
待、互利互惠的国家间相处之道南
辕北辙，危害国际关系。

孔庆江表示，与使馆一样，领
事馆是维持国家间正常关系的重要
载体和渠道，是维系并确保国家间
关系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因素。美方
做法对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的影响
是十分恶劣的。

智利迭戈·波塔莱斯大学政治
学院学者康斯坦萨·霍尔克拉指
出，美国关闭总领馆的做法十分罕
见，美国是在“玩火”。巴基斯坦
伊斯兰堡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执行董事阿里·萨瓦尔·纳克维则
对此发问：美国此举令人震惊，让
人们担心美国将把世界带向何方？

违反准则制造危险反例

美方去年 10 月和今年 6 月两次
对中国驻美外交人员无端设限，多
次私自拆开中方的外交邮袋，查扣
中方公务用品。由于近期美方肆意
污名化和煽动仇视，中国驻美使馆
近期已经不止一次收到针对中国驻
美外交机构和人员安全的威胁。美
方做法无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
准则。

孔庆江表示，“有关外交邮袋
的相关规则最终被写入 《维也纳外
交关系公约》 第二十七条，不言而
喻，美方打开外交邮袋的行径，侵
犯公约规定的使馆及外交人员的通
信自由，违反了国际法。”

根据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和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接受
国应为派遣国的外交机构和人员履
职提供便利。然而，美国作为最大
的发达国家和第一大经济体，却在
世界面前制造了危险的反例。

美方为何执意冒天下之大不
韪？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 （法塔
赫） 中央委员、阿拉伯关系和中国
事务部部长阿巴斯·扎基指出，美
方的做法暴露出美国政府的内部混
乱，表明美国已经失去了自信；美
方的做法违反了国际规则，暴露了
美国政府的虚弱。

政治私利损害全球利益

当前，全球抗疫正处于关键时
期，大部分地区的重启复苏步履维
艰，世界最需要的是团结合作。然
而，美国政府对中方发起政治挑
衅，对多边机制频频注入负能量，
凸显其对世界和本国人民不负责任
的态度与行为。而其背后，是国内

政治私利。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

授郑永年指出，关闭中国驻休斯敦
总领馆，是美国政府发出的“选举
肢体语言”，是在民意调查支持率
落后时采取的选举策略，企图用这
一出格动作造势。

马来西亚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
理事长许庆琦认为，美国一些政客
试图全方位打压中国以谋取自身政
治利益，转移舆论对美国政府应对
国内疫情不力的注意力。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政府不断
向中方甩锅推责，将疫情政治化，
对中国进行污名化攻击。美方利用

“中国牌”为国内政治服务，损害
中美关系，也损害全球利益。

阿根廷圣安德烈斯大学拉丁美
洲社会科学系中国研究部主任朱莉
安娜·冈萨雷斯表示，疫情发生以
来，中国为促进世界的抗疫合作发
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美国在
背道而驰，不仅破坏了与中国的联
系，还将抗疫国际合作置于危险境
地。

墨西哥普埃布拉功勋自治大学
中国问题专家拉克尔·莱昂·德拉罗
萨指出，美国面对抗疫不力和种族
矛盾等问题，寻求将矛盾转向国外，
美国外交已沦为国内选举的工具。

对华挑衅，美方如何成为国际规则和利益的破坏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