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大学潘天寿艺术设计学院项目装修工程已由宁

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20〕6 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
为宁波大学，主体施工总包单位为华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招标
人为宁波大学，招标代理人为杭州信达投资咨询估价监理有限公司，
建设资金来自宁波大学自筹解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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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宁波大学双桥村地块南侧，潘天寿艺术设计学院

内。
建设规模：总建筑面积约为 45998 平方米。
项目总投资：6000 万元。
招标控制价：52820577 元。
计划工期：208 日历天，且必须满足主体施工总包单位进度需求。
招标范围：潘天寿艺术设计学院主教学楼、实验楼、青艺堂和专家

楼的室内装修，主要包括装饰装修、公共配套设施安装、智能化建设
等。

标段划分：1 个标段。
质量要求：按国家施工验收规范一次性验收合格，并配合主体施

工总包单位确保获得“钱江杯”，争创“鲁班奖”。
安全要求：合格，并配合主体施工总包单位确保获得“浙江省建筑

安全文明标准化工地”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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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并在人员、设
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资格预审申请；
3.3 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壹级注册建造师，（注册）专业建筑工程，

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 证）；
3.4 拟派项目经理应无在建项目。
3.5 其他：

（1）企业注册地在浙江省行政区域以外的申请人，须通过浙江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登记；

（2）申请人及其拟派项目经理须按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
系统要求完成录入；

（3）申请人人工工资担保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
中显示已在宁波市行政区域内完成录入：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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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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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项目经理的失信信息进行查询，如为失信企业或失信被执行人的，
取消其中标候选人资格，本项目重新招标（失信信息查询以“信用中

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 查询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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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家。
5.资格预审文件的获取
5.1 凡有意参加投标申请者，请于规定的资格预审文件下载时间

内（北京时间，下同）2021 年 1 月 15 日至 2021 年 1 月 25 日 16 时 00 分登
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自行下载资格预审文件，未购买资格
预审文件的投标人，其投标申请将被拒绝。

5.2 资格预审文件每套售价 300 元，售后不退。
5.3 如有补充的招标(资格预审)文件请关注本网站，自行下载，不

另提供纸质版补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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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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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与招标代理机构联系。
5.7 未在网上下载（购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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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资格预审申请截止时间，

下同）2021 年 1 月 27 日 9 时 30 分，资格审查会地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宁波市鄞州区宁穿路 1901 号市行政服务中心四楼，具体受
理场所详见当日公告栏）。

（B）本项目为网上资格预审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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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dding.gov.cn:60822/t9/login.js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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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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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发布
媒介：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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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大学
地址：宁波市江北区风华路 818 号
联系人：高老师
电话：0574-87600084
招标代理机构：杭州信达投资咨询估价监理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高新区院士路 66 号创业大厦 6 楼 618 室
联系人：王工、高工
电话：0574-87299620、15867849585

宁波大学潘天寿艺术设计学院项目装修工程（施工）资格预审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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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青）记者昨日从
海曙、鄞州、镇海等地文化部门获
悉，在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日前公
示的第四批浙江省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示范区（项目）评审结果中，海曙
区上榜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
区，鄞州区“数字文化馆总分馆体
系”建设、镇海区公共文化场馆高效
能低成本运行模式 2 个项目上榜省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

海曙区围绕建设“书香宁波核
心区”的目标定位，以“书香海曙”特
色品牌引领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通过优化顶层设计，统筹打造

“海曙特色体系”。围绕“世界读书日”
和浙江书展，打造的“书香海曙”嘉年
华品牌和“书香论坛”系列品牌，提升
了“书香海曙”品牌影响力。科学布局
全民阅读设施，通过扩建、改建、共建
等措施，合力推进公共阅读空间布
局。目前，该区建成各具特色的城市
书房6个、“书香酒店”2个、24小时自

助图书馆 4 个、基层“阅读书房”100
个、村（社区）阅览室 141个，“十五分
钟特色阅读圈”基本形成。

2017 年，鄞州区在全国率先启
动数字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创新构
建“总分馆+”模式，以数字化、网络
化、实体化为建设导向，联通区、镇、
村和社会机构的文化馆数字化资源，
融合线上线下，实现阵地、平台、资
源、人员总分，成功打造出数字文化
馆总分馆体系建设的“鄞州版本”。

镇海区选择以自主运营为主、园
区内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共同参与保
障运维的模式，成立了镇海海雄文化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承担镇海文化艺
术中心（含镇海大剧院）的日常运营
和建筑工程设备设施的管理工作。既
保留了文化中心作为国有资产的政
府主导特性，又引入了企业化管理机
制，改变了过去公共文化服务场馆由
政府大包大揽的管理模式，实现公共
文化场馆高效能低成本运行。

我市1地2项目上榜
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名单

本报讯（记者金鹭 通讯员徐
欣中） 记者从市科协了解到，在昨
天由中国科协举办的 2020“科创
中国”年度工作会议上，宁波高端
装备海外工程师协同创新中心入选
2020“科创中国”典型案例。

据悉，这一协同创新中心于去
年 4 月 19 日启用，在短短 9 个月内
便交出了一份高分“答卷”：引进
海外工程师 285 名，带来项目 179
个，服务企业 457 家次，解决问题
187 个，研发新产品 36 项。

“做强人才和产业供需两端，
我们构建起了海外聚智的强大网
络。”该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去年，该中心借助国家外专局
资源，与北美华人汽车工程师协
会、日本技术士会等 18 个海外组
织加深合作，搭建集海外工程师
库、企业库、技术库、项目库、资
金库及海外工程师引才服务网于一
体的“5 库 1 网”，促进供需两端资
源对接、服务并轨。

此外，该中心还以“技术超市”
的模式，解决企业技术难题。海外工
程师与企业“面对面”“屏对屏”交流

个性难题，提供技术方案。目前已进
行技术门诊 42 次，出诊专家 36 位，
问诊企业 72 家次，解决技术难题 28
个。“例如，希腊专家普勒罗斯为东
方电缆公司解决关键技术，使其海
缆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该负责

人介绍。
该中心还以“揭榜挂帅”模

式，聘请 7 位“发榜引帅 （才） ”
大使，以清单化方式，梳理产业发
展急需的核心技术和攻坚项目。一
项德国工程师沃博士的神经元网络

智能操作系统，就是通过这一中心
在北仑一家模具企业得到应用，使
企业产能和效益提高 50%以上。

据了解，“科创中国”是中国
科协打造的全新平台，旨在推动科
技经济深度融合，促进关键核心技
术协同创新。去年，中国科协公布
全国首批 22 个试点城市名单，宁
波市位列其中。经过一年努力，宁
波在构建科技经济融通平台、打通
科技服务供需通道、建立区域产业
创新联盟、集聚海智高端智力资
源、发挥高端智力引领作用等五方
面均取得了新的阶段性成果。

“宁波将进一步拓宽创新资源
导入通道，充分发挥院士工作站、
学会服务站、海智工作站等已有的
平台资源优势，打造‘科创中国’
节点城市样板间。”市科协相关负
责人表示。

今年，宁波将新建 1 家具备科
技创新服务功能的“科创中国”宁
波中心、5 家创新基地、10 家产业
创新服务中心，做大“科创中国”

“甬创未来直播间”，组织科技服务
直播活动超 100 场。

9个月引进285名海外工程师
我市一协同创新中心入选“科创中国”典型案例

海外工程师为甬企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宁波高端装备海外工程师协同创新中心供图）

本报讯（记者董小芳 通讯员
尹杉） 精神残疾人擅闯高速公路被
撞身亡，作为运营方的高速公路管
理人是否应该承担责任？日前，鄞
州法院首个适用 《民法典》 新修规
定的案件宣判，运营方因未尽到充
分警示义务，被判决承担相应的责
任。

2018 年某一天的 18 时 40 分，
精神二级残疾人张大爷行至宁波某
高速路口收费站，试图进入高速公
路。收费站管理人员立即进行言语
劝阻，并在劝阻过程中发现张大爷

“神情呆滞，手舞足蹈”。
张大爷对言语劝阻没有做出回

应，只是站着不动。随后，管理人
员到车道岗亭打电话报警，此时张
大爷仍滞留在收费站道闸口。几分
钟后，张大爷突然穿过收费站，跑
上了高速公路。监控中心立即通知
养护站上路巡查。

19 时 10 分许，王先生驾驶机
动车路过，因天气恶劣，未能及
时发现在高速公路上行走的张大
爷，发生碰撞，造成张大爷死亡
和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
发生 10 分钟后，养护站人员到达
现场。

经交警部门定责，张大爷承担
事故主要责任，王先生承担次要责

任。随后，张大爷家属与王先生及
保险公司达成和解协议。

之后，张大爷家属以运营方疏
于管理，未对行人尽到安全保障义
务等为由诉至鄞州法院，要求赔偿
损失。保险公司和王先生作为第三
人参加诉讼。

鄞州法院经审理认为，高速公
路的管理人应确保道路通行的畅
通性及安全性，采取足够措施并
充分尽到警示义务，禁止及阻止
行 人 等 进 入 高 速 公 路 。 本 案 中 ，
运营方管理人员在发现张大爷试
图通过收费站闸道进入高速公路
时，虽采取了呼叫的方式进行劝

离，但其在劝离过程中已发现张
大爷表现为“神情呆滞、手舞足
蹈 ”， 对 几 人 的 言 语 劝 离 毫 无 反
应，处于精神异常状态。管理人
员应该意识到张大爷极有可能缺
乏判断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无
法预见进入高速公路系极端行为
且具有巨大风险，理应对精神异
常 的 张 大 爷 负 有 更 高 的 注 意 义
务，应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避免
其进入高速公路。

此外，张大爷虽在管理人员言
语劝阻后暂时停下来，但仍滞留在
收费站道闸口，随时可能进入高速
公路。被告管理人员言语劝阻后即
离开张大爷身旁，放任张大爷在无
人注意的情况下进入高速公路以致
发生事故。

综合以上因素，鄞州法院依法
判决运营方对张大爷的死亡后果承
担相应侵权责任，并承担认定损失
的 20%。

精神残疾人擅闯高速公路被撞身亡

法院判决运营方承担相应责任
【紧接第1版】 先行先试特定税收
优惠、空间分层利用、油气审批监
管等自贸区特殊政策，切实提升
贸易投资、金融外汇自由化便利
化水平。同时，该区还全力打造
项目建设高地，精准引培数字贸
易、服务贸易、离岸贸易等新业
态，重点发展国际贸易总部经济，
保障 LNG 登陆中心、中海油 LNG
接收站二期、马士基梅山国际物流
中心等 5 个自贸区重大项目顺利推
进。

聚焦新能级，打造高能级发展
平台。对标省市建设汽车及关键零
部件、高端装备、新型功能材料三
大区域性科创高地，今年，北仑将
加快高档压铸模具等三大省级创新
服务综合体建设，筹建集成电路工
程技术中心。同时，提升北大宁波
海洋药物研究院、北航宁波研究院
等创新辐射能力，加快青年创业创

新大厦等项目建设，实现全域创新
平台提能造峰。中铝创新开发投资
有限公司与宁波开发区管委会签署
了 50 亿元的中铝集团经济项目。
作为全球第一大氧化铝、电解铝供
应商，中铝集团在矿产资源开发、
有色金属冶炼上优势明显。“新材
料领域是我们公司的强项，加上自
贸区带来的新机遇，今后我们将围
绕高端制造在 5G、电子材料、智
能制造等方面进行产业布局。”该
公司副总裁冯修青说。

据悉，“十四五”期间，北仑
将全力推动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
以自贸新片区为引领的区域融合、
功能叠加优势显现，双循环发展格
局加快形成。到 2025 年，力争北
仑区域港口集装箱年吞吐量突破
3000 万标箱，外贸进出口总额达
到 4700 亿元，油气及化工大宗商
品年交易额突破万亿元。

北仑：抢抓自贸区新机遇
再塑发展新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