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中国联通宁波 5G 创新中心大楼新建工程已

由宁波市高新区经发局以 2020-330294-63-03-167094 批准
建设，项目业主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
招标人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招标代
理人为浙江华诚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企业
自筹，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
目的勘察、设计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浙江省宁波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地

块北邻凌云路，东邻菁华路，地块周边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为
主，占地约 45 亩，本项目在地块东侧原绿化位置，本期建设内
容为数据中心楼。

建设规模：本工程建筑规模为 16600 平方米，其中地上面
积 12600 平方米，地下面积 4000 平方米，建成后可容纳机柜数
2000 架。

项目总投资：本项目投资初步估算需要投入 39910 万元人
民币。

设计概算：建安工程限额设计 7997.82 万元。
服务期限：勘察设计周期 60 日历天，其中：方案设计（含方

案深化）10 日历天，勘察满足设计进度，初步设计（含扩大初

步）：10 日历天，施工图设计 40 日历天。
招标范围：中国联通宁波 5G 创新中心大楼新建工程的勘

察设计，包括勘察、方案设计（含深化）、初步设计（含扩大初
步、设计概算）、施工图设计、室外综合管线叠图设计及施工现
场配合服务工作。

单体建筑、结构、水道、电气、暖通、弱电、特种消防、通信
工艺（仅提土建要求）、概算等专业工程施工图设计（不含二次
装修设计）。室外场区包括：绿化、道路、停车位、收发室、围墙
大门、室外管网、室外监控报警全部内容。负责提供工程所需
的初步设计、概算、施工图设计和施工期间的指导和配合服
务、为各分项工程采购编制技术规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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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

照，具备①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专业设计乙级及以上资质或
建筑行业设计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②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勘察甲级资质或工程勘察综合甲
级资质；或具备上述①②资质单位组成的联合体，并在人员、
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勘察、设计能力。

3.2 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
列要求：联合体牵头人应为承担施工图设计的单位，并负责派

遣主设计师；联合体成员单位不超过 2 家。
3.3 投标人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以下

简称“系统”）中完成录入。
3.4 拟派主设计师须具备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拟派总勘

察负责人须具备注册岩土工程师（岩土）。
3.5 其他：
3.5.1 企业注册地在浙江省行政区域以外的投标人(联合

体投标的，指联合体各方)，须通过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
备案登记。

3.5.2 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各方）及其拟派主
设计师、勘察负责人须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以
下简称“系统”）中完成录入。

3.5.3 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各方）及其法定代
表人、拟派主设计师、勘察负责人不得为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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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高新区分网（http://gaox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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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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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标地点为宁波国家高新区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开标室二（宁波高新区广贤路 997 号行政服务中心南楼 309
室）。

5.2 逾期送达（或上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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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发布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国家高新区

分网、宁波日报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
地址：宁波市高新区凌云路 98 号
联系人：叶先生、刘先生
电话：0574-27826061、0574-27820306
传真：0574-27820000
招标代理机构：浙江华诚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彩云路 105 号锦盛大楼 8 楼
联系人：谢涛涛
电话：0571-88390503、13588759583
传真：0571-85173262
联系邮箱：365873959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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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海，浦江潮涌，第三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大幕拉开。

这是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世
界经济持续低迷背景下，中国提供的
重要国际交流平台，是中国持续扩大
对外开放的务实有力之举。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
越开越大。”党的十九大向全世界庄严
宣示，中国将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
经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战略全局，坚持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维护和推
动经济全球化，践行开放发展理念，
对外开放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奏响了
中国与世界交融发展的新乐章。

“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对
外开放”——加快推动形成全
面开放新格局，迈向更高水平对
外开放新境界

上海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吸引
了 70 个国家和地区的 176 家客商入
驻，引进商品8万余件，国际贸易年进
口额超百亿元。

国外商品源源不断进入这里，走
向全国各地，进入千家万户，进博会
溢出的带动效应充分显现。

前两届进博会，实现意向成交额
超过 1200 亿美元。第三届进博会，企
业商业展展览面积超过上届，世界
500强参展企业数量达到往届规模。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的进博
会，是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
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
的重大举措，体现了中国支持多边贸易
体制、推动发展自由贸易的一贯立场。

“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的脚步
不会停滞！”首届进博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表明了中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
开放的信心和决心。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新一轮高
水平对外开放跑出加速度，展开一幅
全面开放新图景。

打造对外开放新平台，开放的大
门越开越大——

在全国设立21个自贸试验区，改
革开放试验田作用充分显现；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出台，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扬帆起航；共建“一带
一路”走深走实，中国同138个国家和
30个国际组织签署 200份合作文件，
共同开展超过2000个合作项目；外贸
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跨境电商综
合试验区增加到105个⋯⋯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不断破
除体制机制障碍——

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外商投资法
和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正式施行，取消
外资逐案审批制，全国和自贸试验区
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分别压减至 33 条
和 30 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授权全
国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开展外商投
资企业注册登记，通关便利化水平进
一步提升，我国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

排名升至第31位⋯⋯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联通

国内国际市场——
积极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

种资源，吸引外资能力持续提升，今
年前三季度实际使用外资 7188.1 亿
元，同比增长 5.2%；贸易大国地位更
加巩固，前三季度货物贸易进出口总
值达23.12万亿元，同比增长0.7%，季
度进出口总值创出历史新高⋯⋯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遭
遇经济全球化逆流，应对贸易摩擦，习
近平总书记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
略定力、“不畏浮云遮望眼”的视野胸
襟，顺应时代发展新要求和人民新期
待，领导中国始终高举开放大旗。

更加主动开放，是党的十九大以
来中国对外开放的鲜明姿态。

“实践证明，过去 40 年中国经济
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
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
加开放条件下进行。”

2018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博
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开幕式上发
表主旨演讲，强调开放是中国基于发
展需要作出的战略抉择。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
入发展，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融
合，中国需要通过扩大开放培育国际
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调整经济
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更为
迫切，中国需要通过扩大开放引进先
进要素，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中国需
要通过扩大开放增加优质商品进口，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提升人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完善
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
放型经济体系”“更好统筹国内国际
两个大局”⋯⋯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以战略思维和恢弘视野，深刻阐释了
新时代如何更加积极主动扩大开放
的重大命题，明确了开放战略、开放
目标、开放路径、开放布局。

把握历史大势，顺应时代潮流。
第二届进博会开幕式上，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中国对外开放是全方
位、全领域的，正在加快推动形成全
面开放新格局。”

更加全面开放，是党的十九大以
来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特征。

在一次次外交活动中，在一次次
国内考察调研时，习近平总书记不断
提出扩大开放的新设想、新举措，推
动实施更大范围开放。

从中西部地区融入“一带一路”，
到设立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再到

推动粤港澳市场互联互通，我国通过
加强东西部联动发展，增强区域发展
战略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相互促进，
逐步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
济的开放格局。

今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通过视
频面向全国17万名干部，动员部署统
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工作时，专门指出要扩大金融
等服务业对外开放。

一个月后，5 家外资金融机构在
上海举行线上开业仪式；4月 1日，取
消证券公司外资股比限制；5月 7日，
简化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
资资金管理要求⋯⋯

几年来，从扩大金融业、制造业、服
务业等领域开放，到扩大跨境投资合
作，再到拓展资金、人才、科技等领域国
际合作，我国加快实施更宽领域开放。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
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规
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围绕制度型开放，我国从实际国
情出发，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完善涉
外经贸法律和规则体系，营造更加市
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推
动我国对外开放向更深层次拓展。

“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
开放”——在危机中育先机、于
变局中开新局，以更高水平对外
开放推动更高质量发展

深圳莲花山，8 年前习近平总书
记种下的一棵高山榕枝繁叶茂。

今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
到广东，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
年庆祝大会。

“ 在 更 高 起 点 上 推 进 改 革 开
放”——习近平总书记向海内外宣
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将继续
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的道路。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
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改革
和开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改革必
然要求开放，开放也必然要求改革。”

更高水平开放推动更高起点改革
——

2019年 8月，党中央作出支持深
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的重大决策。

2020 年 10 月 18 日，深圳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
试点首批授权事项清单对外发布。按
照党中央要求，到 2025 年，深圳将在
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标志
性成果，为全国作出示范。

证照“一口受理、并联办理”审批，
企业“套餐式”注销，进出口商品智慧
申报导航，保理公司接入央行企业征

信系统⋯⋯今年 7 月，自贸试验区第
六批改革试点经验向全国复制推广。

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央层面，自
贸试验区已累计向全国或特定区域
复制推广了 260 项制度创新成果；在
地方层面，18个自贸试验区已在省级
范围内推广了1151项制度创新成果。

更高水平开放为经济发展注入
更强动力——

今年 4 月，国际著名制药企业阿
斯利康宣布无锡国际生命科学创新
园全面启用，将为海内外企业提供项
目落地、创新孵化平台。同一时期，另
一家外资医药企业诺和诺德在线启
动“中国同创”计划。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地区总部、研
发中心超过2000家，2019年我国高技
术产业吸收外资增长25.6%，开放成为
促进创新、激发创造活力的重要手段。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坚持全面
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与 160 多个国家
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参加国
际组织和多边机制超过 200 个，有效
对接了国际先进生产力和高端要素。

更高水平开放助力构建新发展
格局——

6.37 亿人次国内出游，铁路、公
路、水路、民航日均发送旅客 6211.5
万人次，电影票房近40亿元⋯⋯今年

“十一”黄金周的数据，显示了中国巨
大消费能力和市场潜力。

在海南，免税店内人潮涌动，长
假期间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 10.4 亿
元，同比增长148.7%。

一面是国内市场实现复苏，一面
是进口商品销售火爆，反映了国际国
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

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科学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作出的
战略决策。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意味
着我国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
密，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市场机会将更
加广阔，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
源的巨大引力场。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
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
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
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
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
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
会上表明了中国在更高水平开放中，
不断增强自身竞争力的决心和信心。

“ 站 在 历 史 正 确 的 一
边”——坚定维护和推动经济
全球化，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
合作共赢的未来

今年 10 月 27 日，约 7000 辆中国
工厂生产的特斯拉汽车从上海启程，
一个月后将到达比利时泽布吕赫港，
销往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

美国品牌，中国制造，出口欧洲
⋯⋯全球疫情仍在蔓延，但各国互联
互通、合作共赢的趋势不可逆转。

“面对经济全球化大势，像鸵鸟
一样把头埋在沙里假装视而不见，或
像堂吉诃德一样挥舞长矛加以抵制，
都违背了历史规律。世界退不回彼此
封闭孤立的状态，更不可能被人为割
裂。”

今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
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以
形象的比喻阐明经济全球化是客观
现实和历史潮流。

“ 我 们 要 站 在 历 史 正 确 的 一
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站立时代潮头，坚定不移推动经济
全球化。

这是彰显强大韧性的中国贡献
——

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长年
内首次实现由负转正；外贸进出口累
计增速年内首次迎来转正；吸引外资
人民币、美元累计指标年内首次“双
转正”⋯⋯

作为疫情发生以来第一个恢复
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国在疫情防控
和经济恢复上都走在世界前列，显示
了强大修复能力和旺盛生机活力。

开放的中国，正在世界经济中扮
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年均在 30%以上，位居世界
第一；

在全球跨境投资持续低迷背景
下，中国持续成为全球第二大外资流
入国；

中国拥有 4 亿多中等收入群体，
拥有 14 亿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市
场⋯⋯

“中国经济一直以来都是全球增
长的重要动力，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健
康对世界来说十分重要。”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如此评
价。

这是着眼共同发展的中国行动
——

新疆阿拉山口，我国距离欧洲最
近的铁路口岸，22条中欧班列可以从
这里到达 13 个国家。今年前三季度，
这一口岸进出境中欧班列达3554列，
超过去年全年，累计突破1.5万列。

中欧班列被誉为“钢铁驼队”，开
辟了欧亚大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新的陆路运输和国际贸易通道。今年
10月 11日起实施新的铁路列车运行
图后，中欧班列运行线达到73条。

共商共建，共享共赢。
数字见证了共建“一带一路”成

果：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累计总
额超过 7.8 万亿美元，对沿线国家直
接投资超过1100亿美元⋯⋯

加大对“雪中送炭”式的民生项
目投资，大力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等贸
易新业态、新模式，推动教育、科技、
文化、旅游、卫生等领域深入交流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推出一系
列举措让“一带一路”建设不断走深
走实，从总体布局的“大写意”走向精
谨细腻的“工笔画”。

今年6月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级别视频会议上，习近平总书
记发表书面致辞。

“我们愿同合作伙伴一道，把‘一
带一路’打造成团结应对挑战的合作
之路、维护人民健康安全的健康之
路、促进经济社会恢复的复苏之路、
释放发展潜力的增长之路。”

这是体现大道之行的中国担当
——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一个零部
件的缺失，将扰乱整个产品的生产。

今年上半年，一批跨国车企的生
产因疫情中断。而位于江苏常熟的奇
瑞捷豹路虎中国工厂，自 4 月下旬恢
复生产后，一个月就出口了1000多台
发动机。

“我们的中国工厂率先实现复工
复产，是对捷豹路虎全球生产经营最
有力的支持。”企业负责人说。

稳定全球供应链，才能稳定世界
经济。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
通”——疫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
在多个会议和不同场合，强调要确保
全球供应链开放、稳定、安全。

“各国应该联手加大宏观政策对
冲 力 度 ，防 止 世 界 经 济 陷 入 衰
退”——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
肺炎特别峰会上，中国就主要经济体
共同协调宏观政策发出倡议。

全球化的经济，需要全球化的治
理。

从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积极
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到加快建设
面向全球的自贸区网络；从加强与联
合国交流合作，到在二十国集团、金
砖国家等国际平台积极发声⋯⋯秉
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中国推动国际
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
方向发展，中国倡议、中国方案为解
决世界难题贡献了智慧。

今年 9 月，以视频方式同习近平
主席会见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高度赞赏中国在践行多边主义、应对
气候变化、促进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提
出的一系列重大倡议和举措。

迎风破浪，携手共进。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指出，实行高水平对外开
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

面向未来，世界站在一个新的历
史起点上，中国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在新的征程上，中国与世界各国
携手同行，共同创造美好明天。

海 纳 百 川 共 扬 帆
——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