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市政府采购中心就以下项目进行公开招标采购，现
邀请合格投标人参加投标。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编号：NBZFCG2020C029G。
2、项目名称：宁波职业技术学院高性能机房电脑及教学

软件采购项目。
3、采购预算（最高限价）：标包 1：165 万元；标包 2：120 万

元；标包 3：60 万元；
4、采购需求：
标包 1：高性能电脑机房建设，详见项目需求说明；
标包 2：建筑工程识图实训系统，详见项目需求说明；
标包 3：装配式建筑职业技能实训系统，详见项目需求说

明。
5、合同履行期限：标包 1、2、3：详见项目需求说明。
6、联合体投标：标包 1、2、3：不接受。
二、投标人的资格要求
1、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且未列入“www.

creditchina.gov.cn、www.ccgp.gov.cn”网站失信被执行人、重大
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记录名单

在禁止参加采购期限的供应商。
2、特定资格要求：无。
三、获取招标文件：请到浙江政府采购网(zfcg.czt.zj.gov.

cn)或宁波政府采购网（www.nbzfcg.cn）免费下载电子文件。
四、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地点
时间：2020 年 9 月 7 日 9：30。
地点：宁波市鄞州区宁穿路 1901 号市行政服务中心四楼

开标区（具体场所安排详见电子指示屏幕）。
五、公告期限：自公告之日起 5 个工作日。
六、其他补充事项：参加投标的供应商请于投标截止时间

前在浙江政府采购网(zfcg.czt.zj.gov.cn)完成供应商注册。
七、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地址：宁波市北仑区新大

路 1069 号，联系方式：吴老师/18888618225。
2、集中采购机构：宁波市政府采购中心
项目联系人：陈先生
TEL：0574-87187959 FAX：87187961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宁穿路1901号市行政服务中心五楼
邮编：315066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高性能机房电脑及教学软件采购项目公开招标公告
鄞州区 JD05-03、JD05-05-04(金钟地块)已列入

年度土地出让计划。因地块出让需要，需在土地出让
前对上述地块内的电力、通讯、供水、燃气、人防工
程等设施进行排摸，以确保该地块内地下无管线及设
施。请相关权属单位于见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到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地产开发分公司进行登
记确认，逾期不予登记的，视作该区块内相关设施迁
移完毕，由此可能造成的后果由权属单位自行承担。

附图：详见地块规划条件
联系人：于晨龙
联系电话：83888662
联系地址：宁波市宁穿路 3399 号 919 室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地产开发分公司
2020年8月19日

鄞州区JD05-03、JD05-05-04(金钟地块)地下设施登记公告

１.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杭州湾跨海大桥检修通道及防护设施改造工程已

由宁波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甬交控【2020】40 号文件批准建设，
招标人宁波市杭州湾大桥发展有限公司，项目建设资金为企业自
筹，并已落实到位。现招标人就该项目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２.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项目概况：杭州湾跨海大桥北起嘉兴市海盐郑家埭，跨越宽阔

的杭州湾海域后止于宁波市慈溪水路湾，全长 36km。
招标范围：包括下横梁和塔顶的栏杆、墩顶通道、钢箱梁气密

门、登船梯和试验暴露站等结构物维修、加固及改造的设计图纸优
化及施工。

工程造价：约人民币 630 万元。
本次招标施工计划工期：500 日历天。
工程质量：合格。
３.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有桥梁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或钢

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或特种工程（结构补强）专业承
包资质，并在人员组成结构、业绩、履约信誉、财务等方面满足强制
性资格条件要求。

3.2 业绩要求：自 2015 年 7 月 1 日以来（以实际交工日期为准），
完成过一个单项合同工程造价 360 万元及以上的桥梁工程的附属
设施施工或者改造项目(包括桥面系改造、桥梁栏杆维修加固、伸缩
装置更换或改造、防撞护栏维修、梁底检查小车等）。

3.3 项目经理要求：自 2015 年 7 月 1 日以来（以实际交工日期为
准），以项目经理（或项目总工）身份完成过一个单项合同工程造价
360 万元及以上的桥梁工程的附属设施施工或者改造项目(包括桥
面系改造、桥梁栏杆维修加固、伸缩装置更换或改造、防撞护栏维
修、梁底检查小车等），具有公路工程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具有工
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并有有效期内的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安全生
产考核合格证书（B 类）。未在其他在建合同工程中任项目经理。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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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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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中标候选人资格，本项
目重新招标。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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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４.招标（资格预审）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0 年 9 月 4 日 16:00 前登录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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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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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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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020 年 9 月

9 日 9:30，地点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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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招标公告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和宁波日报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名称：宁波市杭州湾大桥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慈溪市庵东镇虹桥大道 1 号
联系人：杨健
电话：15357970890
招标代理机构：宁波欣达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高新区星海南路 8 号涌金物流大厦 6 楼
联系人：张霆
电话：0574-87464363
传真：0574-87464363

杭州湾跨海大桥检修通道及防护设施改造工程招标公告

李国强等 4 名机动车驾驶人 （人员名单见：宁波

公 安 交 管 信 息 网 ， 网 址:http://jj.gaj.ningbo.gov.cn:

8001/news_l.html） 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本市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后超过十五

日未接受处理。对法定应当给以道路交通违法行为

人暂扣或者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处罚的情形，机动车

驾驶人无正当理由逾期未接受处理的行为，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 第 110 条第 2 款规定，拟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

证处罚。

因采取其他送达方式无法将 《行政处罚决定书》

送达上述驾驶人，现依法予以公告送达。请以上机动

车驾驶人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到处罚决定机关领取

处罚决定书，逾期视为送达。机动车驾驶人如不服处

罚决定，可在公告期满后六十日内向宁波市公安局或

宁波市人民政府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六个月内

向鄞州区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特此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2020年8月19日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关于对李国强等4名道路
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处罚决定的公告

杨恒刚等 30 名机动车驾驶人 （人员名单见：宁

波公安交管信息网，网址:http://jj.gaj.ningbo.gov.cn:

8001/news_l.html） 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本市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后超过十五日未

接受处理。

对法定应当给以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人暂扣或者吊

销机动车驾驶证处罚的情形，机动车驾驶人无正当理

由逾期未接受处理的行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 110 条第

2 款规定，拟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处罚。

对上述告知事项，拟被处罚的机动车驾驶人有

陈述、申辩及要求听证的权利，请以上机动车驾驶

人自公告之日起七日内，到机动车驾驶证扣留地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处理，并可以依法行使陈

述、申辩权及提出听证申请，逾期视为放弃权利，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依法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

证处罚决定。

特此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2020年8月19日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关于对杨恒刚等30名扣留驾驶证
后逾期不接受处理驾驶人拟作出吊销驾驶证处罚决定的公告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已完成征求意见稿，
现公开信息，征求公众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电子稿见(http://jtj.
ningbo.gov.cn/)，纸质报告可至建设单位处查阅。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受项目影响的公众及工程附近的单位、团体。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可在建设单位网站（http://jtj.ningbo.gov.cn/）

下载公众意见表。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电子邮件、信函、电话等方式向建设单
位提出关于本项目建设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看法。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0 年 8 月 17 日至 2020 年 8 月 28 日（工作日 9：00-

17:00）。
六、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宁波市高等级公路建设管理中心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嵩江中路 396 号
联系人：白工 电话：89382619
邮箱：838683404@qq.com

宁波市高等级公路建设管理中心
2020年8月17日

杭州湾地区环线并行线G92N（杭甬高速复线）宁波段二期
甬绍界至小曹娥互通段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信息公示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已完成征求意见稿，
现公开信息，征求公众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电子稿见(http://nbfh.
zjzwfw.gov.cn/col/col1460362/index.html)， 纸 质 报 告
可至建设单位处查阅。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受项目影响的公众及工程附近的单位、团体。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 众 可 在 浙 江 政 务 网 网 站 （http://nbfh.zjzwfw.

gov.cn/col/col1460362/index.html） 下载公众意见表。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信函、电话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关

于本项目建设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看法。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0 年 8 月 17 日至 2020 年 8 月 28 日。
六、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宁波滨海旅游休闲区管理委员会
地址：奉化区裘村镇应家棚村
联系人：周一伦 电话：88757005
电子邮箱：523752181@qq.com

宁波滨海旅游休闲区管理委员会
2020年8月17日

奉化滨海养生小镇PPP项目海岸休闲带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信息公示

江北区 BGJ01-01-b-1(三官堂站)地块已列入年
度土地出让计划。因地块出让需要，需在土地出让前
对上述地块内的电力、通讯、供水、燃气、人防工程
等设施进行排摸，以确保该地块内地下无管线及设
施。请相关权属单位于见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到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地产开发分公司进行登
记确认，逾期不予登记的，视作该区块内相关设施迁
移完毕，由此可能造成的后果由权属单位自行承担。

附图：详见地块规划条件
联系人：于晨龙
联系电话：83888662
联系地址：宁波市宁穿路 3399 号 919 室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地产开发分公司
2020年8月19日

江北区BGJ01-01-b-1(三官堂站)地块地下设施登记公告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意见表的网
络链接：公众可在 http://www.nb-water.com/查阅报
告书和下载公众意见表，或在建设单位处查阅。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工程周边居民、企事业
单位等。

3、公众可自公示之日起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等
方式向建设单位提交公众意见表。联系方式：宁波市
城市排水有限公司，鄞州区堇山西路 558 号，龚工，
27881276，605048799@qq.com。

4、起止时间：2020 年 8 月 19 日至 2020 年 9 月 1
日，共计 10 个工作日。

宁波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

宁波市北区污水处理厂配套排海管
扩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核准，同意新设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西

支行，特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西支行
机构编码：B0152S233020224
机构住所：宁波市海曙区古林镇云林东路
282-288号 （双号）
经营区域：宁波市
成立日期：2020年8月3日
颁发许可证日期：2020年8月17日
许可证流水号：00638961
机构负责人：林培军

联系电话：0574-87021750
客户服务电话：95574
邮政编码：315000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

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

所列的为准。

关于新设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西支行的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核准，同意新设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老外

滩支行，特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老外滩支行

机构编码：B0152S233020223
机构住所：宁波市江北区人民路 270 号一、
二层
经营区域：宁波市
成立日期：2020年8月3日
颁发许可证日期：2020年8月17日
许可证流水号：00638963

机构负责人：包宏军
联系电话：0574-81873601
客户服务电话：95574
邮政编码：315020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
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
所列的为准。

关于新设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老外滩支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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