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宁波银保监局批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骆驼支行终止营业，《中华人民共
和国金融许可证》 已经注销，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骆驼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33020021
许可证流水号：00167184
批准成立日期：1993年6月15日
营业地址：宁波市镇海区

骆驼慈海南路417号
邮政编码：315200
电 话：87193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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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证机关：宁波银保监局

发证日期：2007年6月11日

关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骆驼支行终止营业的公告

经宁波银保监局批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天伦支行终止营业，《中华人民共
和国金融许可证》 已经注销，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天伦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33020007
许可证流水号：00499875
批准成立日期：2002年12月31日
营业地址：宁波市中兴路262号，

天伦时代广场70、72号
邮政编码：315040
电 话：87193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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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证机关：宁波银保监局

发证日期：2015年12月30日

关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天伦支行终止营业的公告
宁波市世纪汽车城二手车价格行情

宁波市鄞州区环城南路东段1055号 电话：1775784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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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江北区下沉式再生水厂（一期）工程已由

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19】471 号和【2019】
542号批准建设，招标人为宁波市水务环境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建
设管理分公司，招标代理人为宁波中基国际招标有限公司，建设
资金来自自筹资金，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
件，现对该项目的基坑监测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２.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位于宁波市江北区庄桥街道宁波北站北侧，北

邻规划防护绿化带、南至永茂西路、西至规划金钻路、东至规
划灵芝路。

招标控制价：180 万元。
工期：监测工作满足本项目施工进度要求，监测服务的时

间和期限从围护结构和槽壁加固施工开始，到结构顶板回填
覆土施工结束。

招标范围：宁波江北区下沉式再生水厂（一期）工程基坑
监测。

标段划分：1 个。
３.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有效

的企业营业执照；
3.2 投标人须符合下列条件：

（1）投标人须具备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甲级资质
或工程勘察综合甲级资质；

（2）投标人相关信息已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
系统中审核通过；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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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拟派项目负责人资格要求：
（1）具有岩土工程或测绘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
（2）项目负责人相关信息已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

管理系统中审核通过。
3.4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5 其他要求：

（1）投标人、法定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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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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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及拟派的项目负责人不得为失信
被执行人。产生中标候选人后，招标人在预中标公示前，将中
标候选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进行查询（失信信
息查询以“信用中国”网站查询为准），如存在失信被执行人信
息的，取消其中标候选人资格，本项目重新招标。

3.6 本项目采用资格后审。
４.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0 年 8 月 21 日到 2020 年 9

月 8 日 16:00（以下载时间为准），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站自行下载招标文件。超出规定期限的，招标人将不予受
理。未购买（下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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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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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阅办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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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74-87186 陈工）。

5 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9

月 11 日 9 时 30 分，地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宁波市鄞
州区宁穿路 1901 号市行政服务中心四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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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宁

波日报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水务环境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建设管理分

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宁波中基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未 电话：0574-87425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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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赛邻里交房公告
迪赛邻里业主：

迪赛邻里已按贵我双方签订的 《商品房买卖合
同》 的约定验收合格，现已具备交房条件。现定于
2020 年 8 月 31 日集中办理交房手续，请您如期到迪
赛邻里项目现场办理交房手续。

咨询电话：0574-81677777
宁波美景置业有限公司

2020年8月21日

NINGBO DAILY9 民生//广告
2020年8月21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李国民

记 者 黄 合 何 峰
通讯员 郑祖轩

昨日一大早，热气腾腾的镇海
关怀院里，挤进了百余名镇海区骆
驼街道金邑水岸小区的居民。

“李叔生前就很爱热闹，所以
我们居民都自发来看他，一起陪他
走最后一程。”打头的是金邑社区

“90 后”党总支书记林天峰，他的
脸颊上挂着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泪
水。静静躺在灵柩里的，是小区业
委会主任李惠民。8 月 17 日晚，一
场意外车祸，70 岁的他倒在了距
离小区不过四五百米的马路上，永
远地离开了。

在居民们口中，李惠民是个热
心、负责的好主任。

金邑水岸小区是个十多年前交
付的老小区，总建筑面积 15.2 万平
方米，住户 1114 户，超过一半的
是周边村拆迁的安置村民，利益诉
求 多 元 ， 矛 盾 纠 纷 复 杂 。 2017
年，李惠民以高票当选小区业委会
主任。在此之前，小区里物居业矛
盾一直很突出，不少安置村民出于
习惯，不愿缴纳物业费和停车费，

再加上物业服务标准本就不高，整
个小区就像一盘散沙，心没有聚在
一起。

对于这个“烫手山芋”，李惠
民本来有充分理由可以拒绝。从机
关退休的他已经快 70 岁了，女儿
也在上海安家立业，他完全可以和
老伴一起在上海安享晚年。但作为
土生土长的老党员，他又不忍心将
这烂摊子搁下。

“业委会成员没有报酬，还要
做好挨骂受委屈的准备。‘心底无
私天地宽’，从这个角度来说，党
员本来思想觉悟就比普通人高，讲
奉献，讲公心，不该说的不说，不
该做的不做，确实更为合适。”李
惠民说。

一上任，李惠民就对小区外
墙檐口脱落、地下车库起沙等问
题开展了细致而全面的调研、梳
理工作，并牵头部分小区业主代
表向社区党总支、街道党工委和
原开发建设单位新城管委会提议
修缮小区。

2018 年，小区全面改建工程
正式进场施工，李惠民带领着刚组
建的自治站成员共同监督工程的推

进，对于工程进度、工程质量、是
否扰民等重要环节他都亲自对点协
调督促落实。在他的表率下，越来
越多的居民自发地配合小区治理工
作。

“李叔就像社区治理的一只粗
壮的大手，为小区化解了很多矛
盾，也提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很多
时候他是一个人直面问题，也经常
受到委屈。”林天峰说。

前几天，20 多名居民将李惠
民团团围住：“很多小区垃圾分类
没做好，我们这种拆迁安置小区，
就别弄这么多麻烦了”“我们本来
就是农民，干啥要撤桶并点、定时
定点”⋯⋯

李惠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将垃圾分类的必要性重要性娓娓道
来。只是在私底下，他才会苦笑几
声，和林天峰调侃几句：没想到做
了大半辈子被人称道的“好人”，
到了这个年纪却老是被谩骂被指
责。即使如此，李惠民还是语重心
长地提点年轻的林天峰：一定要扎
根基层、沉下心来，培养与群众的
感情是基础，做好小区治理是目
的，只有带头人顶住压力，才能让

中心工作抓紧落地，为居民们带来
更好的生活⋯⋯

这些年，在物居业三方的共同
努力下，小区的“颜值”大增，接
连完成改造地下车库 2 万余平方
米，外墙面 3.8 万平方米，楼道墙
面 2.2 万平方米——该项工程也成
为镇海区多方筹资、单体面积改造
最大的小区治理工程。

“这个小区是党建引领社区治
理的典型。在物居业三者之中嵌
入 党 组 织 ， 变 ‘ 各 司 其 职 ’ 为

‘组织统领’，这是把党的政治优
势 转 化 为 治 理 效 能 的 有 力 体
现 。” 镇 海 区 委 组 织 部 相 关 负 责
人说。

原 本 ， 在 李 惠 民 的 计 划里，
还有一大堆未完成的事：聚焦小区
治理的共同盲点，推进小区账目
审计，特别是加强对物业专项资
金和维修资金使用的规范；将 50
多个楼道的楼道长聚集起来，推
进小区自治和居民素质提升，让

“软件”也能同步跟上；向党委政
府建议，呼吁更多退休干部到小区
发挥余热⋯⋯

只是，一切都来不及做了。

“惠民”二字立心间
镇海一业委会主任离世引发百余居民含泪送别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李佳赟）“下单就是扶贫，贵州栗
子 仁 超 ‘Q 甜 ’！” 直 播 镜 头 前 ，

“85 后”台商主播用软糯的台湾口
音，面向两岸观众直播，为贵州原
生态农产品卖力“打 call”。

昨天，一场由“华茂·彩虹计
划”携手台商进行的公益扶贫直播
在宁波的青山绿水间开播。在甬台
商“变身”主播，为贵州深山的风
味美食站台“代言”，在“云端之
上”讲述扶贫故事，在网络中连接
起两岸扶贫“同心圆”。

“强烈推荐这款贵州栗子仁，
来自百年板栗树，是大自然的馈赠
哦！”“这是来自贵州深山的百香
果，香味浓郁，水润清爽，大家赶
紧下单！”⋯⋯在刷屏弹幕下，台
湾主播林安安与搭档一边与网友亲
密互动，一边不断为产品“比心点
赞”。

昔日藏在远山的土货，如今
“飞”入百姓家，这背后是扶贫政
策落地深耕的成果。通过讲述农
产品背后的“扶贫故事”，林安安
感叹：“我以前只了解大陆扶贫的
一些数据，但在直播中，我亲眼
见证了这些数据背后鲜活生动的
故事，亲口尝到了从跨山越谷的
山间大桥运送出来的农特产品，感
受到了大陆扶贫的‘速度’及‘温
度’。”

此次直播除了面向在甬台商，

也通过 Facebook 平台同步向台湾
网 友 发 出 旅 游 邀 请 。 昵 称 为

“waiting”的台湾网友表示：“扶贫
直播有创意、有意义，通过‘云旅
游’，我看到了大陆很多宝地，希
望疫情过后，能带着家人一起感受
中华大地的博大与壮丽。”

除了聚焦产业扶贫，此次直播
还“守望”教育扶贫。在直播视频
里，贵州学生为自己创作的“家乡

扶贫变化”画作代言，观看者可
“0 元”购买画作认领孩子们的学
习“微心愿”，为爱下单。

华茂集团社会责任部部长林薇
薇表示：“让山区孩子接受良好教
育，是巩固扶贫成果的重要任务。
近年来，‘华茂·彩虹计划’在贵
州、吉林、云南等地兴建‘彩虹之
家’，源源不断的音乐、美术、体
育等教材从宁波发出，为上万名学

生点亮‘求学梦’。希望此次直播
能扩大辐射圈，让更多台商了解并
参与扶贫公益事业。”

经历带货“初体验”，林安安
收获颇丰。她表示：“作为年轻一
代的台商，我们与大陆发展同频共
振，也有责任回馈社会，有幸自己
不仅是大陆扶贫事业的见证者，也
是一名参与者，希望能为脱贫攻坚
多贡献一份心力。”

台商“变身”带货主播

云端架起两岸扶贫“同心桥”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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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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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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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正

为促进和
建立菜市场长
效 化 管 理 机

制，我市正积极推进农贸市场立法
进程。同时，分环境、秩序、防疫
等七大模块 40 项内容，对全市重
点农贸市场定期开展测评，帮助菜
市场改善环境、提升管理档次。此
外，还开发了“掌上农贸市场检
查”App开展专项督查。

对于甬城而言，农贸市场不仅
面向市民，还面向来自不同地方的
游客。人们在这里所看到的环境卫
生、所感受到的购物体验，将成为
整个城市的环境卫生、购物环境的
一个缩影。如何赢得好评，是提升
市民游客购物体验的问题，是关乎
民生的事情。其中有改善环境卫生
的需要，有提升管理水平的努力。

大气简约的装修、干爽清洁的场
地、空调吹出的习习凉风，以及比
超市更丰富多样的菜品、每个摊位
前的智能显示屏……这样环境堪比
超市的农贸市场，自然受到市民的
青睐。

当然，农贸市场变脸，不会
“千店一面”。告别“脏乱差”，农
贸市场可以是午夜食堂，可以是
邻里中心、社交空间，也可以是
文化转角，甚至可以是旅游目的
地、网红打卡地。农贸市场怎么
升级，甬城农贸市场三年改造提
升攻坚行动给出了标准，但未划
定“模式”和“样板”。这是一种
管理的智慧，让人们对农贸市场
有了更多期待、更多惊喜：那儿
有着最浓厚的烟火气息和最旺盛的
生命力。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农贸市场也需要好“颜值”

记 者 王 博
通讯员 王力平 张 良

进入末伏，高温依旧天天“打
卡”。昨天上午 10 点，气温飙升至
35℃，地表温度超过 40℃。在江
北区慈城镇北部山区南联村供水改
造工程现场，记者看到十几名施工
人员顶着烈日，汗流浃背，在有条
不紊地挖路埋管。

这些施工人员来自宁波市水务
环境集团，从 3 月底开始，已经在
这里连续奋战了 150 多天。

现场，施工员朱长清外套工作
背心，头戴安全帽，手握电钻机，
在一条狭长的村中小道里沿着预定
的线路开槽。随着电钻机的剧烈振
动，他的身体也跟着动起来，不一
会儿，豆大的汗珠从耳郭和脖颈滴
落下来，身上的衣服早已被汗水湿
透⋯⋯“我早上 6 点半就来了，多
抢一点工期，就能让村民早点喝上
放心水。”朱长清的话语间略显疲
惫，但脸上依旧挂着笑容。

在朱长清不远处，十几名施工
员各自包干一块场地在埋头苦干。

“由于村道狭窄，大型挖机无法入
场，需要人工一点点开凿，一段一
段铺设。”朱长清介绍，每名施工
员每天只能挺进一二十米，再加上
盛夏高温侵袭，施工的艰难程度可
想而知。“时间不等人，早一天完
工就是最大的胜利。”

据了解，慈城镇除了南联村，
五联村、金沙村、公有村、毛力村

和毛岙村也都位于高山上。相当长
一段时间，这 6 个村的 2000 多户村
民一直靠村级水站供水，虽然原水
取自英雄水库和毛力水库，但因为
高山村尚未铺设市里统一的供水管
道，只能引水到村级水站处理。由
于村级水站的设备比较陈旧，供水
水质不能 100%保证，特别是一到
夏天，水龙头放出的水有时会不太
干净，还带有一股泥腥味。

为让高山村村民喝上放心水，
今年刚过完年，市水务环境集团组
建突击队，翻山越岭，在高山村走
了 10 多遍，反复论证每一条供水
管道铺设路线，测量各种数据、确
定管线材质是否符合山区的需求，
并于今年 3 月底正式启动慈城镇北
部山区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

“高山村供水改造涉及自来水
主管 25 公里，村内小口径管道约
70 公里，新建加压泵站 4 座，新装
水表约 3300 个，工程直接投资约
8000 万元。”市水务环境集团相关
负责人介绍，高温季节施工现场实
行错时施工，作业团队在克服施工
空间狭窄、山路弯度大、山石坚硬
等诸多困难前提下，开展百日劳动
竞赛，想方设法让村民尽快喝上放
心水。

截至目前，6 个村的配水总管
铺设完成 95%，村内管道安装完成
65%，4 座泵站均已安装到位，争
取 9 月底前实现通水到户，让高山
村村民喝上跟城里人一样的稳定优
质的大管网自来水。

清泉管道快马加鞭铺往高山村
村民有望下月喝上优质自来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