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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镜，不该是孩子的“标配”
暑假是儿童青少年近视患者的就

诊高峰期。一到双休日，宁波市眼科
医院日门诊量屡超 2500 人次，其中 12
岁以下的孩子占八成以上。他们中的
大多数将从此戴上眼镜。

关 爱 青 少 年 就 是 关 爱 祖 国 的 未
来。习近平总书记曾作出重要指示：
我 国 学 生 近 视 呈 现 高 发 、 低 龄 化 趋
势，严重影响孩子们的身心健康，这
是 一 个 关 系 国 家 和 民 族 未 来 的 大 问
题，必须高度重视，不能任其发展。

眼镜，不该是青少年的“标配”。
宁波市已于去年 7 月启动儿童青少年近
视暨脊柱侧弯综合防控工作。愿通过
各方努力，孩子们能有一个光明而清
晰的未来。 （严龙 王晶芸 文）

本版图片除署拍摄地外，其余均
摄于宁波市眼科医院。

7 月 18 日，一名小姑娘正看着她的哥哥测量眼
压。

7月18日，刚戴上试戴镜的小患者正在适应性行走。

7月18日，一名小患者正在测量视力。

7月14日，一名男孩正在综合验光仪上接受检查。 7月20日，治疗近视为主的眼视光中心人来人往。

7 月 20 日，已戴上 OK 镜一周的 8 岁女孩在接受
复查。自2017年底至今，已有近万名小患者在市眼科
医院接受了OK镜治疗。

7月18日，两名小患者正利用AR虚拟现实技术修
复视功能缺损，以控制近视加深速度。 7月18日，一对戴着眼镜的母女正在候诊室内。

记者 严龙 陈敏 摄

7月 27日，一名来自象山县的 18岁小伙正在进行
近视激光手术。

7 月 26 日，一名即将升入初中的学生正在通过针
灸治疗近视。 （摄于宁波市中医院）

7月26日，一名女孩正在接受眼底照像。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鄞州区新杨木碶工程已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20]56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宁波市鄞州
区水利局，招标人为宁波市鄞州区水利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为宁波正吉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
自鄞州区财政安排解决，出资比例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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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地点：位于宁波高新区甬江右岸堤防新杨木碶河出口

处。排涝闸布置于旧闸下游侧。
建设规模：重建水闸的建设规模为 4 孔×5 米，闸门总净宽

20米，20年一遇水闸设计流量84.6立方米/秒。
项目总投资：4197万元。
计划工期：540日历天。
招标范围：图纸范围内的水闸拆建、设备及金属结构安装、

房建、绿化、安装、场外道路等工程施工总承包，具体详见工程量
清单。

标段划分：1个标段
招标控制价：32582491元。
质量要求：达到水利验收规范合格标准。
安全要求：合格。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资质条件
3.1.1 投标人资质条件：应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二

级及以上资质，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和安全生产许可证。
3.1.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2拟派项目组主要人员要求
3.2.1项目负责人具有注册在投标人单位的水利水电工程专

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具有省级及以上水行政主
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并在投标截止日不
得在其他任何在建合同工程上担任项目负责人，其中属于招标
项目同一项目（以项目立项批复文件为准）其他标段除外。在建
合同工程的开始时间为合同工程中标通知书发出日期（不通过
招标方式的，开始时间为合同签订日期），结束时间为该合同工
程通过验收或合同解除日期。

3.2.2项目技术负责人具有注册在投标人单位的水利水电工
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

3.2.3 质量负责人、安全负责人具有注册在投标人单位的水
利水电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

3.2.4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具有省级及以上水行政主
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C证），专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不少于1人。

3.2.5 项目安全员、质检员和施工员应持有省级及以上水行
政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颁发的上岗证。

3.2.6项目负责人、项目技术负责人两个岗位不得相互兼任。
3.3信誉要求：
3.3.1 投标人及拟派项目负责人无不良行为记录（不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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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不得为失信被
执行人。招标代理人对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失
信信息进行查询（具体以开标当天“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
itchina.gov.cn 查询为准），若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其资格审查不
予通过。若在开标当天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无法查询且一时无法
恢复的，可在中标公示期间对中标候选人进行事后查询，如有失信
被执行人信息的，则取消中标候选人资格，本项目重新招标。

3.3.3投标人不得被“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列为
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招标代理人对投标人的严重违法失信
企业进行查询（具体以开标当天“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网站查询为准），若投标人被“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
列为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其资格审查不予通过。若在开标
当天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无法查询且一时无法恢复的，可在中
标公示期间对中标候选人进行事后查询，如中标候选人被“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列为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则
取消中标候选人资格，本项目重新招标。

3.3.4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组主要人员（指项目负责人、项目
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安全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安全员、质检员、施工员）已在“宁波市水利市场建设信用信息平
台”进行备案登记（以开标当日资格审查时查询的公示结果为
准）。外地进甬施工企业的投标委托代理人必须是“宁波市水利
市场建设信用信息平台”上已经公示的专职投标委托代理人。

3.4业绩要求
3.4.1投标人业绩要求：无
3.4.2项目负责人业绩：无
3.5其他要求：无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0年 7月 24日到 2020年 8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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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下载招标文件的
投标人，招标（代理）人将不予接收其投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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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受到相关行政监督部门限制投标的企业，请
慎重购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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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0

年 8 月 14 日 9 时 30 分（北京时间）；地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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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未下载招标文件的或
者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的投标文件，招标人将予以拒收。

6.公告发布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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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bidding.gov.cn）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鄞州区水利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鄞州区城南商务大厦8楼
联系人：徐世坤
电话：0574-27838516
招标代理人：宁波正吉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高新区翔云路100号科贸中心东楼25楼
联系人：严索佳
电话：0574-87730234
传真：0574-87730234

鄞州区新杨木碶工程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东西校区运动场

地改造项目已由宁波市教育局 以甬教计【2020】146 号文批准
建设，招标人为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建设资金为自
筹， 招标代理人为浙江联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本项目
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设计施工总承包(EPC)进行公
开招标。

2.工程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内。
建设规模: 改造总体面积约 4956 平方米，其中西校区运

动场改造面积约 4201 平方米；东校区运动场改造面积约 755 平
方米

招标控制价：本次招标的招标控制价为 900 万元【包含建
安工程费、工程设计费】，其中：1）建安工程费招标控制价为
867.5 万元；2）工程设计费招标控制价为 32.5 万元。

招标范围：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东西校区运动场地
改造项目的方案设计、施工图设计、施工及缺陷责任、保修责任
及合同条款约定的全部内容。

设计质量要求: 按国家技术规范、标准及规程，达到招标
文件要求的设计深度；

施工质量要求：按国家及行业施工验收规范一次性验收合格。
工期要求：90 日历天【其中设计周期 5 日历天，施工工期为

85 日历天】。
安全要求：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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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具备：①建筑工程施工总

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②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资
质；③建筑行业（建筑工程）设计专业乙级及以上或建筑行业设
计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或由上述①②③
资质组成的联合体。

3.2 项目负责人的资格要求：建筑工程及相关专业工程师
及以上职称，联合体投标的，由承担施工任务的单位委派。

施工负责人的资格要求：建筑工程二级注册建造师及以
上，具有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 证），联合体投标的，由承担
施工任务的单位委派。

设计负责人的资格要求：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联合体投
标的，由承担设计任务的单位委派。

项目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施工负责人不得互为同一人。
3.3 信誉要求：

（1）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
计负责人无不良行为记录（不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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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
计负责人不得为失信被执行人。招标代理人对投标人及其法定
代表人、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失信信息进行查
询（具体以开标当天“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 查
询为准），若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则否决其投标。若在开标当天
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无法查询且一时无法恢复的，可在中标公
示期间对中标候选人进行事后查询，如中标候选人为失信被执
行人的，则取消中标候选人资格，本项目重新招标。

3.4 其他要求：
投标人、项目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施工负责人须在“宁波

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登记信息的，其相关内容已经
该系统审核通过。

（2）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指承担施工任务的单位）人工
工资担保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系统里显示已在宁波
市行政区域内审核通过（适用于企业注册地为宁波大市范围内
的投标人），已在宁波市海曙、江北、鄞州任一一区审核通过（适
用于企业注册地为宁波大市范围外的投标人）。

（3）拟派施工负责人无在建项目。拟派施工负责人在“宁波
市建筑市场信息管理系统”中有未解锁项目的视同有在建项
目，因特殊情况未能解锁的，须提供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
委托相关机构确认的证明资料。

（4）企业注册地在浙江省行政区域以外的投标人已通过浙
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备案登记。

（5）投标人拟派的项目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施工负责人都
必须为本单位在职职工，并提供 2020 年 4 月、5 月、6 月连续三
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

3.5 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所有成员（含联合体
牵头人）数量不得超过 3 家。联合体牵头人应具备建筑工程施
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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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300 元（其中电子交易平台使用费
100 元），售后不退。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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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由联合体牵头单位购买招标
文件，同时在系统内登记联合体所有成员完整的单位名称。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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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须自行下载相关文件，如有遗漏，
责任自负。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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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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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与招标代理机构联系。
4.8 未在网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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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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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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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地址：宁波市江北区风华路 495 号
联系人：马老师
招标代理人：浙江联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高新区广贤路 1035 号科技广场 4 幢 3 楼
联系人：陆晴雪、高琳琳
电话：0574-87915231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东西校区运动场地改造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招标公告
7月18日，一名女孩正在配镜区试戴眼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