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句章东路（学士路-庆元大道）工程已

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20]27 号
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宁波市鄞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招标人为宁波市鄞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招标代理人
为浙江科信联合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建设资
金来自市财政资金统筹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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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宁波市鄞州区，西起学士路，东至

庆元大道。
建设规模：道路长度约 637 米（本路段中间与钱湖

南路交叉口范围已由钱湖南路工程实施，规划道路长
度不包括与钱湖南路口交叉口范围），规划红线宽度 44
米。设计等级为城市主干路，设计车速为 50 公里/小时。

项目总投资：1.47 亿元。
招标控制价：65712256 元。
计划工期：540 日历天。
招 标 范 围 ：桩 号 K3+700 至 K3+980、K4+093 至

K4+450 的道路（含公交候车亭）、排水、桥梁、地基处
理、路灯工程、绿化工程等施工总承包及保修服务。

标段划分：1 个。
质量要求：符合国家、浙江省、宁波市验收规范（从

高）一次性验收合格标准,争创“甬江建设杯”。
安全要求：合格，并确保达到宁波市标化工地标

准，力争达到省标化工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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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
承包壹级及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
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2 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资格预审申请,联合体申
请的须提供联合体协议书原件,联合体成员最多不超
过 2 家，且联合体成员之一须为宁波市建筑业龙头骨干
企业【以《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宁波市公共资
源交易管理办公室关于公布 2016～2017 年度宁波市建
筑业龙头骨干企业和最具影响力企业家的通报》（甬建
发〔2019〕1 号）为准，符合《关于鼓励建筑业类企业加快

参与资本运作的意见》（甬建发〔2017〕110 号）规定的企
业可享受龙头企业、骨干企业同等待遇（以《关于公布
我市建筑业类挂牌上市和挂牌上市扶持企业名录的通
知》（甬金办〔2017〕112 号为准）。上述如有最新文件，则
以最新文件为准】，成员之二应为有类似项目经验的企
业（认定标准详见资格审查细则）。联合体牵头人须具
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及以上资质，且由联
合体牵头人拟派项目负责人。

3.3 拟派项目负责人须具备一级注册建造师（不含
临时一级建造师），（注册）专业市政公用工程，具有有
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 证）。

3.4 拟派项目负责人应无在建项目（同一工程项目
分段发包或分期施工的除外）,拟派项目负责人在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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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各方）已通过浙江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登记。

（2）申请人（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各方）及其拟
派项目负责人须按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系统要求
完成录入。

（3）申请人（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各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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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各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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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各方）及其法
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不得具有被相关行政主管
部门处罚且限制在宁波行政区域内投标的违法行为记
录，并在处罚有效期内的情形。

(5)申请人（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各方）及其法

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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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派项目负责人的信息进行查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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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限数量制。
4.2 通过资格预审的申请人数量入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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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8 日至

2020 年 9 月 4 日 16 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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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文件的投标申请人，其投标申请将被拒绝。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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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人购买招标文件，同时在系统内登记联合体所有成
员完整的单位名称。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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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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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申请
人须自行下载相关文件，如有遗漏，责任自负。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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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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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机
构联系。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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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9 日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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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体投标的，仅指联
合体牵头人）须在参加开标会议时携带单位电子密钥

（CA 锁）。投标申请人（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牵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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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网站（www.bidding.gov.cn）、宁波日报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鄞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四明东路 588 号鄞投大厦
联系人：杨工
电话：0574-89292635
招标代理机构：浙江科信联合工程项目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江南路 598 号九五商务大厦 A 座 9 楼

935 室
联系人：周丙海、岳旷怡
电话：0574-87360849
传真：0574-87360896

句章东路（学士路-庆元大道）工程施工资格预审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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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自来水总公司
宁波市妇儿医院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省公安高速公路交警总队宁波支部

宁波电业局
宁波市公安局
宁波电业局
宁波市人民政府第一招待所
宁波市公安局

市人力资源开发服务中心筹建办

宁波香溢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电业局
宁波电业局
宁波市公安局

宁波市江北区安置房建设管理中心

(预收)水质监察实验室
(预收)门卫、围墙
(预收)扩建磁共振机房

(预收)民警备勤宿舍楼

(预收)车轿变电所
(预收)看守所扩建业务用房

（预收） 110KV 民安输变电工程
(预收)配电房改造工程
(预收)公交派出所用房

(预收)门卫

(预收)香溢大酒店改建
（预收） 110KV 徐戎输变电工程
（预收） 110KV 会展输变电工程
（预收） 附属用房

（预收） 慈湖人家三期安置房项目

序号 建设单位 工程项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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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公安局

宁波市公安局

中国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宁波市华慈医院

宁波电业局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宁波电业局

宁波市第七中学

宁波市国家安全局

宁波市城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上海聚龙加油站管理公司宁波市加
油站

宁波市海曙区前丰股份经济合作社

宁波市江东区公共项目建设中心

公安局附属用房

附属用房

东部新城加油站

门诊扩建

澄浪变电站

宁波电信海曙分局生产线综合用房

100KV 车轿变电所

七中科技体育楼改扩建工程

1221 建设项目

宁波市城建设计研究院公司附楼

上海聚龙加油站管理公司宁波市加油站

前丰综合楼增设电梯

江东区 6-6B 项目

序号 建设单位 工程项目名称

根据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浙江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型墙体材料管理工作的通知》（浙经信资源 【2018】
136 号） 文件精神，下列建筑工程至今仍未来我中心办理预缴专项基金退还手续，请符合专项基金退还条件的缴款单位见此
公告后于 2020 年 10 月 30 日前到我中心办理预缴专项基金退还清算手续。若未在规定时间内办理的，其预缴的专项基金将按
规定缴入国库，我中心不再办理结算手续。

联系人：方友滨 电话：89180939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松下街 595 号住建委大厦 6 楼 607 室
宁波市建筑材料管理服务中心

2020年9月2日

预缴新墙材专项基金清算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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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迪赛前丰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迪赛前丰置业有限公司
国网浙江省电办公司宁波供电公司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宁波市政工程前期办公室
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宁波供电公司
宁波市华东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宁波供电公司
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宁波供电公司
宁波机场与物流园区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宁波市海曙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
浙江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
队宁波支队
宁波市华东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宁波市华东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在水一方南则 1#地块
在水一方南则 2#地块
110 千伏通达变电站
江东大队和机动大队业务技术用房迁建
宁波市东部新城生态走廊北区工程
220KV 宁西变整体改造工程
桃源街南、规划曙光路西、规划道路北
110Kv 东柳输变电工程
110Kv 海晏输变电工程

宁波栎社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货运区工程

海曙新星路泵站
浙江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队宁波支队指挥
中心和执法大厅综合技术用房项目
宁波市华东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务楼
宁波市华东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务楼

序号 建设单位 工程项目名称

根据 《浙江省商务厅 浙江省财政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散装水泥发展和应用管理工作的通知》
（浙商务联发[2019]37 号） 文件精神，下列建筑工程至今仍未来我中心办理预缴散装水泥专项资金
返退手续，请符合返退条件的缴款单位见此公告后于 2020 年 10 月 30 日前到我中心办理预缴专项资
金返退手续。若未在规定时间内办理的，其预缴的专项资金将按规定缴入国库，我中心不再受理。

联系人：杨浩杰 电话：89180844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松下街 595 号住建局 6 楼 604 室
宁波市建筑材料管理服务中心

2020年9月2日

预缴散装水泥专项资金清算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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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第九医院
宁波市精神病院

宁波雅戈尔北城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市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精神病院
宁波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宁波宏泰房地产开发公司
绿地控股集团宁波江北置业有限公司

市江北区公共项目建设中心
宁波俊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绿地控股宁波绿地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阪急商业有限公司

绿地控股宁波江北置业有限公司
方兴地产(宁波)有限公司
宁波阪急商业有限公司

宁波都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方兴地产(宁波)有限公司

绿地控股宁波绿地置业有限公司
绿地控股集团江北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都市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宁波市海捷投资开发公司

绿地控股宁波江北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市社会福利院

市江北区公共项目建设中心
宁波宏泰房地产开发公司

宁波市第二医院
宁波瑞孚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
宁波市人民检察院

绿地控股宁波江北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市康杰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信达中建置业有限公司
绿地控股宁波江北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瑞孚投资有限公司
宁波市新康力乳业有限公司

绿地控股宁波江北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梦神床垫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市水上运动训练基地

宁波江北望春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市急救中心
宁波慈湖中学

海曙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公室
宁波市江北慈城镇人民政府

宁波市江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宁波市社会福利院

宁波市江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宁波市社会福利院

宁波市江东区城中村改造办公室
江东区城中村改造办公室

宁波新思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鼎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宁波市江东区城中村改造办公室
宁波甬鸿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世茂新领域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鼎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宁波甬鸿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甬鸿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甬鸿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世茂新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宁波中海海兴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宁深汇置业有限公司

92919 部队机关公寓区售房区
宁波通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宁波文化广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市悦盛置业有限公司
浙江易科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盛高慈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世茂新腾飞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雅戈尔新城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市坤元投资开发公司
宁波江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宁波甬商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海曙区新星股份经济合作社

宁波天伦时代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世茂理想置业有限公司

建行宁波市分行

江北区人民医院
门诊康复医技楼

新海景花园(幼儿园)
加工安装门窗生产线

2#住院楼及附房
甬江东岸地块

东部新城北区 2#-1 地块
滨江 2#-1 地块

洪塘街道洋市拆迁安置
谢家滨江地块

人民路 1#2#地块
东部新城核心区 A3-25-1#地块项目

长兴路以南 4#地块(北区)
鄞奉片区东部启动区西侧 1#2#地块
东部新城核心区 A3-23-1#地块项目

东部新城核心区 A2-22 地块
鄞奉片区奉西部启动区西侧 1#2#地块

宁波绿地中心项目
滨江 2#-3 地块

东部新城核心区 A3-23-2#地块项目
宁波南站南北广场及配套工程
宁波江北投资创业中心地块 1#

改扩建
应嘉丽园北侧村房

东部新城北区 2#-2 地块
宁波第二医院永丰北路院区

婴儿用品生产线厂区
妇儿医院改扩建工程

业务技术用房迁建项目一期
宁波江北投资创业中心地块

佰利商务中心
广济 B 块西侧地块

长兴路以南 4#地块(南区)
商务楼

年包装 7300 吨常温奶
宁波江北投资创业中心地块 3#
年产 30 万吨汽车 PC 玻璃项目

厂房扩建工程
水上运动训练基地重建

厂房
市急救指挥中心迁建工程

综合楼扩建
海曙区生活垃圾分类转运站

慈城新城公交站项目
应永经济适用房地块

污水处理间
应用经济适用房 6 地块

改扩建工程
桑家安置房

江东区宁丰 3#地块线
宁波报业传媒大厦

江北洋市河以西 1#地块
江南安置房

奥丽赛商业广场 1#2#3#地块
并北原江花钢化玻璃厂

江北洋市河以西 1#2#地块
宁波奥赛商业广场 5#地块
宁波奥赛商业广场 4-a 地块

奥丽赛商业广场 3#地块
宝庆寺 1#地块

中海江东宁丰 2#地块项目
姚江 1 号

92919 部队西管营区经济适用房
宁波湾头 JB-05-04-13 地块

宁波文化广场Ⅲ标段
江北投资创业中心
江北投资创业中心

宁波慈城 1-15 地块项目
滨江 3#-1 地块项目

东部新城水乡邻里二期 E-2#
南塘河历史街区 1#地块

江北湾头启动区 3#-3 地块
世界中华宁波总商会广场

水清木华创意产业园
宁波天伦时代广场
江北包家 2#地块

业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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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瑞峰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市公安局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文化广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江北万科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江北万科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复地明珠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真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江北慈孝乐园
宁波瑞峰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盛高慈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市中医院

宁波市和大人才公寓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海曙城投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长阳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市江东区教育局

宁波市五一投资有限公司
宁波启创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东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浙闽船务有限公司

宁波迪塞前丰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两江投资有限公司
宁波汽车南站有限公司

宁波市企会大厦建设公司
宁波丽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市国家安全局
宁波市五一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一三医院
市海曙区公共项目建设管理中心
宁波市江东区公共项目建设中心

宁波海曙城投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第二高级技工学校

宁波迪塞前丰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市东源北城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宁亿投资有限公司
宁波嘉和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市甬江职业高级中学
宁波联合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宁波圆方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聚鑫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港东南物流有限公司
宁波市江北区公共项目建设中心
宁波东部新城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宁波天华路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上金天地实业有限公司

华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国奥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宁波华方投资有限公司
宁波市江东区公共项目建设中心

宁波沃龙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金地畜禽有限公司

宁波市海曙区后孙股份经济合作社
宁波市渔业互保协会

宁波市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中心
宁波云辉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易科嵌入式软件有限公司
宁波云江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市江北区马径股份经济合作社
宁波市甬江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宁波市江东区公共项目建设中心
宁波富邦大酒店

宁波市江东区公共项目建设中心
宁波市海曙广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宁波市老年体育活动中心
迪卡侬 （宁波） 商务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市天主教爱国会
宁波润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市公共交通场站经营有限公司

宁波市江北三江互感器有限公司
江北区铁路建设办公室

海曙区公共项目建设中心
宁波城市广场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市天龙石材工艺有限公司
宁波捷骏汽车销售公司

宁波市第四中学

东部新城核心区 E-12#、13#地块
市公安局业务技术用房迁建项目

轨道交通指挥控制中心工程
宁波莲桥街地块二标点
宁波文化广场 IV 标段

万科云鹭湾 II-7 地块项目
万科云鹭湾 2-8 地块

江北湾头启动区 2#地块
宁波真和电子商务大楼

宁波市江北慈孝乐园一期工程
东部新城水乡邻里 E-4#,7#,8#地块

宁波慈城区-12 地块项目
宁波市中医院扩建项目
经济适用房人才公寓

鄞奉东郊启头区
轨道交通福庆路试验段工程

厂房
华东师范大学宁波艺术实验学校项目

东部新城核心区 D2-6#地块项目
江北文教街道 1-6E 地块

生产线
涌泉大厦

在水一方南侧 2#地块
江北区湾头小学项目

铁路宁波站综合客运枢纽汽车南站
宁波企业家协会大厦

江北区江花玻璃厂 1#地块项目
1221 建设项目

东部新城核心区 D2-5#地块项目
医疗综合楼扩建工程
海曙区气象路小学

宁波市眼科医院迁建工程
鄞奉区片东部启动区 2-12#地块

(二期)改扩建
在水一方南侧 1#地块

慈城湖人地段塘家湾 3#-3 地块
宁亿大厦

启文路东侧北块(南塘新街)
宁波甬江职高翠柏校区改扩建项目

城中二期 7#-1 地块
江北姚江医院北侧地块项目

办公及商务大楼
东南物流大厦

大庆北路地段配套学校
东部新城核心区 D2-5/6 配套绿化

JLR 汽车 4S 店
江北市场园区 5-b 地块

华茂广场
国奥达奥迪 4S 店项目

华方大厦
江东公安分局业务用房
沃尔沃汽车销售 4S 店

江东肉类中转站
中医院西侧后孙地块

宁波市渔业互保综合用房
市军休服务中心扩建
海曙永和居易北侧

厂房
清河商贸中心

庄桥街道马径村村民联建房项目
宁波市中心粮食库项目一期工程

江东区人民法院审判庭和多办公用房
宁波富邦大酒店郡房捭迁工程

东效新城区卫生服务中心
海曙区档案室新建工程

宁波市老年体育活动中心
迪卡侬宁波江北洪塘体育公园项目

江东天主教堂
宁波润达奥迪仓储项目

公交城站调控中心
年产 1500 万电器配套生产线

杭甬客专庄桥火车站配套配套工程
原泽民小学改建工程

天一广场 VIaVIb 改建工程
厂房

宁波保时捷 4S 店
第四中学新建综合楼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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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宁波市江东区公共项目建设中心
宁波城市广场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宁波市海曙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

宁波市兽药厂
宁波市江东区公共项目建设中心
宁波市江东区公共项目建设中心

宁波电业局
宁波电业局

市江北区里厦股份经济合作社
宁波新胜中压电器有限公司

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宁波供电公司
宁波市望春监狱

宁波广播电视集团
宁波市邮政局

宁波市江东区公共项目建设中心
宁波市公安消防支队

宁波市公共交通场站经营有限公司
宁波江北神马建筑设备配件有限公司

宁波市青少年宫
宁波市第一医院
甬江街道办事处

宁波甬微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江北基督教洪恩堂
宁波市公安消防支队

宁波盛高慈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市海曙区公共项目建设管理中心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海曙区公共项目建设中心

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宁波供电公司
宁波市金光仪表有限公司
宁波两江投资有限公司

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宁波供电公司
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宁波星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江北压赛股份经济合作社

宁波市江北区公共项目建设中心
江北区人民政府甬江街道办事处
宁波市燃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市江北区虹星股份经济合作社
宁波市公共交通场站经营有限公司
市慈城古县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市第七中学
宁波公共交通场站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市公共交通场站经营有限公司

宁波供销集团公司
宁波市五一投资有限公司

宁波市江东区公共项目建设中心
宁波市水文站

中国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宁波兴光燃气公司
宁波市园林管理局

上海聚龙加油站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市五一投资有限公司
宁波聚卿舫食品有限公司

宁波富邦荪湖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市江北区公共项目建设中心

宁波市公安局
宁波市公安局

宁波永都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市江东区公共项目建设中心

宁波市华慈医院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甬江街道办事处

宁波新胜中压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捷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海曙区前丰股份经济合作社
宁兴天源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市江北人民政府庄桥街道办事处
宁波市园林管理局

宁波电业局
宁波跃进汽车前桥有限公司
宁波江北万科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电信海曙分局生产线综合用房
江东区人民检察院综合业务用房

天一广场 IIe 地块改建工程
联丰公共停车场

年产 1.5 亿只汤车中机生产线
廉政文化节基地

宁波曙光中学扩建工程
澄浪变电站

220 千伏育才供电站
工业厂房(改扩建)

年产 2000 台输变电设备生产线
220KV 宁西变整体改造工程

武警宁波支队一大队营房项目
宁波中波发射台迁建工程

白云投递站营业及综合管理用房
行知实验小学(通途小学)扩建工程

洪塘消防站
宁波市老年活动中心

年产 50 万配件
青少年宫重建 3 号楼工程

第一医院医疗用房
甬江街道中心幼儿园

研发车间
洪恩堂建设工程
综合训练用房

宁波慈城 12 地块项目
原翰香小学改扩建工程

轨道交通 1 号线一期工程
东恩中学教学楼

110 千伏通达变电器
年产 30 万只天然气表扩建项目

湾头休闲商务区治江及运河景观绿化工程
吴家 110KV 输变电工程

宁波城市建设设计研究院
原汽车南站地块马园路地下室工程

轨道交通 2 号线一期工程项目
办公用房及文化宫

宁波市江北区卫生服务中心扩建
厂房

临时仓储用房
虹星村村民报务中心
建兴路公交首末站

慈城布政房区域保护
第七中学科技体育楼
梅堰路公交首末站

南塘老街公交首末站
市供销社慈城临时

东部核心区 D-5 地块
宁波市江东区滨江实验学校

姚江水文站在建工程
东部新城加油站

车间
新典公园

上海聚龙加油站管理有限公司加油站
东部核心区 D-6 地块

厂房
荪湖商务休闲度假村办公 2 区

妇儿医院北部院区
附属用房
附属用房

联丰张家弄地块
江东区 6-6B 项目

门诊扩建
甬江街道社区服务中心及文化体育中心

年产 2000 台输变电设备生产线项目
宁波保时捷 4S 店

前丰综合楼设电梯
钻石广场

庄桥街道灵山村 1#地块二期
青林湾公园

111KV 车轿变电所
年产万套汽车悬架车桥产品生产线

云鹭湾Ⅱ-5 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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