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世纪大道快速路（东明路-永乐路）景观绿化

工程施工已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16】
597 号批准建设，项目招标人为宁波市绕城高速连接线建设有
限公司，招标代理人为德威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建设资
金：按照属地原则和共建共享原则，由市、区两级统筹解决，项
目出资比例为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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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起东明路（顺接 329 国道），北至永乐路北（在

永平路交叉口与望海路顺接），其中Ⅰ标段桩号范围 K9+520-
K11+247，Ⅱ标段桩号范围 K11+247-K11+743，Ⅲ标段桩号范
围 K11 + 743- K12 + 360，Ⅳ标 段 桩 号 范 围 K12 + 360- K13 +
734.233。

建设规模：Ⅰ标段长约 1727 米，Ⅱ标段长约 496 米，Ⅲ标段
长约 617 米，Ⅳ标段长约 1374 米。

工程造价：Ⅰ标段约 2600 万元，Ⅱ标段约 3900 万元，Ⅲ标
段约 4100 万元，Ⅳ标段约 3900 万元。 具体招标控制价详见工
程量清单。

计划工期：270 日历天并且须与市政主体工程同步竣工。
招标范围：景观、绿化、高架桥美化、给排水、照明等附属

配套设施的施工。
标段划分：4 个标段。投标人可同时参加上述四个标段的

施工投标，但最多只能中标一个标段。
质量要求：国家施工验收规范一次性验收合格。
安全要求：合格。
3.投标申请人资格要求
3.1 投标申请人资格要求
3.1.1 投标申请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
3.1.2 各标段投标申请人的业绩要求：2015 年 7 月 1 日至资

格预审申请截止时间，完成过单项合同金额达到本招标项目
相应标段招标控制价 60%及以上的景观绿化工程施工，完成时
间以竣工时间（或竣工验收时间）为准，施工业绩根据以下（1）
或（2）业绩证明资料确认：（1）业绩证明资料：信息平台查询结
果打印页；（2）业绩证明资料：①施工合同②竣工验收资料③
可查询该业绩情况的行政主管部门有效联系方式或公示网址
共三项资料。（如上述资料不能体现项目实际造价或规模的，
还需提供审计报告等证明资料，最终以资格审查委员会讨论
决定为准）。如业绩证明资料不齐全的，不予认可。

3.2 投标申请人拟派项目经理资格要求：
3.2.1 园林绿化类专业高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有安全生

产考核合格证（B 证）；或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一级注册建造师，
有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 证）；

3.2.2 拟派项目经理无在建项目。拟派项目经理在“宁波市
建筑市场信用管理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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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申请。
3.4投标申请人及项目经理如须按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管理

系统（以下简称“系统”）要求登记信息的，应在系统中完成录入。
3.5 企业注册地在浙江省行政区域以外的投标申请人已通

过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登记。
3.6 人工工资担保如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

统（以下简称“系统”）中登记的，须在系统中显示：已在宁波市
行政区域内完成录入。

3.7 投标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不得为失
信被执行人。在中标候选人公示前，招标代理人对中标候选人
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失信信息进行查询（具体以中
标候选人公示日前“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 查
询为准），如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取消其中标候选人资格，该标

段重新招标。
3.8 投标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不得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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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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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数量制。
4.2 潜在投标人数量要求：各标段分别入围 11 家。
5.招标（资格预审）文件的获取
5.1 凡有意参加投标申请者，请于 2020 年 11 月 25 日到

2020 年 12 月 3 日 1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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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bidding.gov.cn）自行下
载资格预审文件。超出上述规定期限的，招标人将不予受理。

5.2 招标（资格预审）文件下载费用 300 元（其中电子交易
平台使用费 100 元），售后不退。

5.3 如有补充的招标（资格预审）文件，将在宁波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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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招标（资格预审）文件，有意参
加投标申请者在网上下载资格预审文件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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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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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人联系。
5.7 未在网上购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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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截止时间（即资格预审申请

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0 年 12 月 9 日 9: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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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会议室详见当日公告栏）。

6.2 本项目为网上招投标项目，电子资格预审申请文件要
求由宁波网络投标工具 V7.5.5 生成。

6.3 电子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须在资格预审申请截止时间前上
传至宁波市公共资源网上交易暨电子监察系统(http://ggzy.bid-
ding.gov.cn:60822/t9/login.js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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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与上传至系统中的保持一致。

6.4 投标申请人成功上传加密标书，但因系统故障无法读
取时，方可调用备份电子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投标申请人须成
功上传加密标书，否则不予调用备份电子资格预审申请文
件），如均无法读取，则作否决投标申请处理。

6.5 本项目投标申请人须在资格预审申请截止时间前提交
“电子密钥”（CA 锁），并在“电子密钥”（CA 锁）上注明投标申
请人名称，否则，其投标申请将被拒绝。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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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预审公告发布
本次资格预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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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绕城高速连接线建设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人：德威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高新区星海南路 100 号华商大厦四楼
联系人：俞蒙蒙、王皓
电话：0574-87684881、13736140496
传真：0574-87686776

世纪大道快速路（东明路-永乐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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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海口 11 月 26 日电
（记者陈凯姿）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
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伟仁表示，我
国探月工程四期将构建月球科研站
基本型，这一基本型由运行在月球
轨道和月面的多个探测器组成。

在 25 日闭幕的 2020 文昌国际
航空航天论坛上，吴伟仁说，基本
型将具备月球科学技术研究、资源
开发利用技术验证的能力，并与国
际 同 行 合 作 ，建 设 国 际 月 球 科 研
站。

我国将构建月球科研站基本型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26 日电
（记者屈婷）记者从国家医疗保障局
了解到，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
预计在 2021 年底前投入使用，目前
医保电子凭证全渠道用户量超过 3
亿。同时，医保服务将坚持传统服务
方式与智能化服务创新并行的方
式，同步解决老年人等群体数字化
适应问题。

据悉，国家医保局依托全国统
一的医保信息平台研发了医保电子
凭证。截至目前，河北、上海、浙江、

福建、山东、安徽、四川等 29 省份医
保电子凭证已在医院药店开通使
用，接入定点医疗机构超过 2.6 万
家，定点药店超过 7 万家，预计年底
可在全国所有省份开通使用。

国家医保局医保中心相关负责
人表示，聚焦解决老年人等群体运用
智能技术的困难，国家医保局正组织
各级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对服务事项
进行摸底排查，坚持传统服务方式与
智能化服务创新并行，不断改进传统
服务方式，切实提升服务质量。

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台明年底前启用
同步解决老年人数字化适应问题

新华社北京11月26日电
记者 彭韵佳 沐铁城 栗雅婷

近期，进口冷链食品核酸阳性
检出率明显增高。“涉及产品范围从
海产品到畜禽肉类产品，进口物资
被病毒污染范围从冷链食品扩展到
集装箱。”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
锋说，疫情传播呈现出“从物到人”
和“从人到人”并存的特征。

进口冷链食品屡成“雷区”，进
口冷链食品还能不能吃？如何全面
消毒？面对与“冷链”相关的热点关
注，多部门专家解答公众疑问。

一问：进口冷链食品
为何屡成“雷区”？

11 月 7 日，经天津入境的德国
进口猪前肘外包装标本和印度进口
冻带鱼外包装标本新冠病毒核酸检
测呈阳性；11 日，天津市静海区 1 份
大比目鱼外包装涂抹样本核酸检测
结果呈阳性；12 日，天津市津南区
某冷冻批发市场发现 1 份混检样本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今年
6 月以来，全国多地局部疫情源头
都指向进口冷链食品，三文鱼、厄瓜
多尔冷冻虾等产品屡次被检出携带
新冠病毒。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
主任李宁认为，国外正处于新冠疫
情爆发期，跨境运输过程中冷链食
品及外包装极有可能成为携带新冠

病毒的载体。
近期，各部门和各地加大对进

口冷链食品及其外包装新冠病毒核
酸的检测和抽检，随着检测频次、频
率及覆盖范围增加，发现阳性的概
率随之增加。

“这也说明，我国在加强物防方
面采取的措施是有效的。”李宁说，
截至目前，全国抽检监测的阳性率
是万分之零点四八，而且主要集中
在食品外包装。

二问：进口冷链食品
还能不能吃？

“进口生鲜还能不能吃？”面对
进口冷链食品检测阳性频发，这个
问题成为不少人关注的焦点。

“目前并没有发现因为直接食
用这些冷链食品引起的感染。”中国
疾控中心消毒学首席专家、环境所
消毒与感染控制中心主任张流波
说，感染风险主要是在搬运、操作等
环节，并没有发现因食用食品本身
引发感染。

张流波介绍，对进口冷链食品
外包装表面进行安全有效的消毒，
可以实现将新冠肺炎病毒灭活，消
毒后再接触表面，感染风险是非常
低的。但是病毒核酸仍可能存在，如
果进行过消毒后，核酸检测仍呈阳
性，公众不必过度紧张。

李宁补充道，烹饪过程也要保
持清洁、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生

熟分开、烧熟煮透、保持食物的安全
温度。

三问：进口冷链食品
怎么全面消毒？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日
前印发《进口冷链食品预防性全面
消毒工作方案》，要求在进口冷链食
品首次与我境内人员接触前，实施
预防性全面消毒处理。

据此，海关总署对口岸环节进
口冷链食品预防性消毒工作作出具
体部署，包括明确口岸环节预防性
消毒的工作要求、作业流程、消毒技
术规范及配套监管措施。一些口岸
规 定 冷 链 食 品 外 包 装 消 毒 用
500mg/L 二氧化氯消毒液或 0.2%至
0.4%过氧乙酸或 3%过氧化氢，喷洒
或擦拭消毒外包装的六个面，作用
30 分钟，用清水冲洗干净。

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局
长毕克新介绍，自方案发布截至 24
日 24 时，口岸环节预防性消毒进口
冷链食品外包装累计 160 多万件，
重量 3 万多吨，消毒范围包括被抽
中进口冷链食品的外包装、集装箱、
空运托盘等。

四问：接触进口冷链
食品后，公众应该怎么办？

先消毒、后洗手、防飞溅、查周
边、高温洗、速处理。

张流波提示，公众在接触进口
冷链食品时，应首先对外包装表面
进行消毒，随后进行手部清洁与消
毒。处理外包装时，要避免对周边环
境造成污染。同时做好周边环境的
清洁与消毒，接触食品的炊具及时
清洗，使用过的残渣单独包装，及时
处理。

“在采购新鲜食材时，避免用不
干净的手触摸口、眼、鼻。”李宁介
绍，从流行病学溯源分析来看，感染
人群是特定环境下反复接触进口冷
链食品外包装的高风险人群，比如
搬运工等。

五问：流入市场的进
口冷链食品如何监管？

不少人担心，病毒会不会通过
进口冷链食品流入市场的链条造
成传播？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经
营司市场稽查专员陈谞说，监管部
门将重点采取五个方面的措施：一
是及时开展市场风险排查；二是督
促食品生产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
三是持续加强日常监管；四是落实
预防消毒措施；五是推进追溯平台
建设。

“总结过去 11 个月的经验，我
们有信心防止出现疫情卷土重来。”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
尊友表示，面对未来春节人员大流
动，只要人群中没有感染者就不会
发生重大的疫情。

进口冷链食品能否吃得放心？
——五问冷链食品安全

新华社呼和浩特11月26日电
（记者魏婧宇）记者从 26 日下午举
行的内蒙古自治区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内蒙古满洲
里市的确诊病例新冠病毒与俄罗斯
流行毒株高度同源，满洲里市此次
疫情是由境外输入引起。

内蒙古自治区综合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主任王文瑞说，目前已对包某

某和孙某某 2 例确诊病例进行基因
测序，本次满洲里市的病例新冠病毒
与已公开的全球新冠病毒基因组数
据库和输入我国的新冠病毒基因组
数据库比对，结果显示与俄罗斯流行
毒株高度同源，满洲里市此次疫情是
由境外输入引起的。下一步将继续对
本次疫情进行溯源，对其他确诊病例
也将进行基因测序和比对。

截至 26 日 7 时，满洲里市现有
本土确诊病例 11 例（危重型 1 例、重
型 1例、普通型 5例、轻型 4例）、疑似
病例 2 例、无症状感染者 1 例，均在
满洲里市定点医院进行隔离治疗。
流调工作仍在同步进行，共排查出
相关人员的密切接触者 443人、密切
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 474 人，全部
917人均已实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王文瑞说，满洲里市此次疫情
具有家庭聚集性、学校班级聚集性
和小区聚集性的特点。病例中 2人为
夫妻关系，2人为母子关系，2人为祖
孙关系；病例中有 4人同为满洲里市
某中学同一班级学生，1人为该班教
师；病例中有 5人同为清华园小区住
户，有3人同为世纪金城小区住户。

目前，满洲里市对划定为中风
险区域的北区街道办事处、东山街
道办事处和南区街道办事处的部分
街道实行了交通管制。满洲里市加
强社会面管控，严查严控进出城车
辆和人员，满洲里市居民可持 7 日
内核酸检测报告正常出行。

内蒙古发布满洲里确诊病例溯源情况：

疫情由境外输入引起

11月26日，一辆无人餐车停靠在上海张江金科路地铁站外人行道上。
近日，一种可以远程控制行驶并自主卖餐的移动无人餐车亮相上海张

江科学城，为上班族提供快捷的用餐服务。无人餐车装备全方位感应雷达
及摄像头，可实现远程操控并兼顾行驶安全。用户在车头前挥挥手，无人
餐车就会停车。用户在车身购物屏幕上点选商品，扫描车身上方的二维
码，支付取货一次完成。 （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上海：无人餐车服务市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