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宁波市戒毒康复中

心）改建项目已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
【2021】10 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宁波市公安局，招标人为宁
波市公安局，招标代理人为浙江中瑞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建设
资金为市财政资金安排解决，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项目已具
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全过程工程咨询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奉化区萧王庙街道云溪村棠岙自然村北侧。
建设规模：改建面积约 3.8 万平方米。
项目总投资：11382 万元，其中工程建安费 10068 万元。
招标范围：本项目的项目管理、工程监理、招标代理、造价

咨询等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
标段划分：1 个。
质量控制目标:达到施工合同规定的质量标准（按国家施

工验收规范一次性验收合格）。
安全控制目标：达到施工合同规定的安全标准。
进度控制目标：

（1）监理工期要求：达到施工合同规定的进度标准。
（2）结算审核工期要求：从接到竣工结算报告和完整的竣

工结算资料之日起 60 天。
投资控制目标：不超过经批准的概算投资额。
服务期限：自签订全过程工程咨询合同之日起，至工程竣

工验收通过缺陷责任期满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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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核发的工程造
价咨询甲级资质，②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核发
的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资质或工程监理综合资质；或由以
上资质企业组成的联合体，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
相应的全过程工程咨询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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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体成员（含联合体牵头人）个数不得超过 2 个；联合
体牵头人应具备工程造价咨询甲级资质或房屋建筑工程监理
甲级资质或工程监理综合资质；项目负责人由联合体牵头人
派遣。

3.3 拟派项目负责人须具有工程建设类注册执业资格和工
程类或工程经济类高级及以上职称；联合体投标的，由联合体
牵头人拟派。

3.4 总监理工程师须具备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注册

专业为房屋建筑工程。
3.5 其他要求详见招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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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网站（http://www.bidding.gov.cn）自行下载招标文件。超
过上述规定期限的，招标人将不予受理。未下载招标文件的投
标人，其投标将被拒绝。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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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300 元（其中电子交易平台使用费
100 元），售后不退。

4.4 如有补充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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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需自行下载相关文
件，如有遗漏，责任自负。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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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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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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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机构联系。
4.8未在网上下载招标文件的单位，其投标文件不予受理。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本项目电子投标文件由宁波网络（不见面）投标工具

V7.6.1 版本生成。
5.2 本项目为远程不见面开标，所有投标文件均采用电子

格式，由各投标人在投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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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逾期上传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6.招标公告发布
媒介：本次招标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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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公安局
招标代理人：浙江中瑞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梅月娣 电话：0574-88107620

宁波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宁波市戒毒康复中心）改建项目全过程工程咨询招标公告

宁波市海曙区鄞江镇光溪村 YJ01-01-u1 地块已列

入年度土地出让计划。因地块出让需要，需在土地出

让前对上述地块内的电力、通讯、供水、排水、燃

气、人防工程等设施进行排摸，以确保该地块内地下

无管线及设施。请相关权属单位于见报之日起五个工

作日内，到宁波市海曙区鄞江镇人民政府进行登记确

认，逾期不予登记的，视作该区块内相关设施迁移完

毕，由此可能造成的后果由权属单位自行承担。

附图：

联系人:陈老师

联系电话：88430539

联系地址：宁波市海曙区鄞江镇人民政府 225 室

宁波市海曙区鄞江镇人民政府

2021年4月1日

宁波市海曙区鄞江镇YJ01-01-u1地块地下设施登记公告
《奉化区循环经济园区污水处理厂工程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现按照《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有关要求，将采取
网站公示、登报公示和张贴公告三种方式同步开展征求意
见稿公示，公示期限为 2021年 3月 31日至 2021年 4月 14
日，共10个工作日。公示信息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
阅纸质报告的方式和途径

1、报告书电子版查阅途径
电 子 版 网 络 链 接 为 ：https://pan.baidu.com/s/

17MKHAAU4NucBAvVoVw_jcQ，提取码 5612。
2、报告书纸质版查阅途径
纸质版存放于建设单位，公示期内公众可前往查阅。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主要为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

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电子邮件或者去建设单位所在地填
写公众意见表等其他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
见表等提交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
系方式。鼓励公众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

1、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宁波市奉化区甬新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白杜后中畈 19 号
邮编：315500 联系人：汪工 电话：0574-88663791
2、环评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杭州华澳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金色西溪商务中心

5 号楼 301-8 室
邮编：330009 联系人：张工 电话：0571-85789710
电子邮箱：1327242267@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本公告发布后 10 个工作日内：2021 年 3 月 31 日

至 2021 年 4 月 14 日。
宁波市奉化区甬新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3月31日

奉化区循环经济园区污水处理厂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二次公示

地址：宁波市兴宁路1188号 电话：87403188
日期：2021年4月2日

物资名称
冷轧薄板
不锈钢板

镀锌板

镀锌板

热板

角钢
钢轨
工字钢
角钢
槽钢
圆钢
方管

因行情变化，以当日报价为准

规格型号
ST12 1.0×1250×2500
304 0.5×1000×C

2.0mm

0.5mm

6.0mm

125×80×10
50 公斤
10＃
160×100×12
40# Q235
A3，直径 12
100×50×4

产地
本钢
太钢

江苏

江苏

宁钢

济钢
鞍山
唐钢
鞍钢
包钢
富钢
无锡

价格
5950
15000

6300

6600

5450

5000
5800
5000
5000
4950
5450
5650

联系电话
87801090
87808547
13906682187
87403456
13906682187
87403456
13906682187
87403456
87805217
87805217
87805217
87805217
87805217
87805217
87805217

华东物资城王家弄市场（钢材）价格行情

为保障宁裘线提升工程的顺利实施，根据 《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三十九条的有关规
定，决定自 2021 年 4 月 9 日至施工结束，对宁裘线

（金溪路-奉化界） 限速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一、因工程建设占道施工需要，宁裘线 （金溪

路-奉化界） 调整为 40km/h。
二、施工路段易交通拥堵，过往车辆可通过奉钱

线、冒盘线、金海路绕行。
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并按照

现场交通标识指示和交通管理人员指挥通行，确保安
全有序。

特此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2021年4月2日

关于宁裘线（金溪路-奉化界）
施工期间交通组织调整公告

（2021年第15号）各管线产权单位：
根据市主城区跨江城市桥梁随桥管线隐患排查专

项整治工作要求，作为立行立改试点，计划于 2021 年
4 月 10 日前对解放桥、甬江大桥、兴宁桥三座桥梁上
的随桥外挂无主废弃管线设施进行清理，剩余 22 座计
划于 4 月 20 日前进行清理。各管线产权单位需在 2021
年 4 月 5 日前，做好 25 座桥梁的外挂管线排查确权、标
识设置报备及自行清理工作，无标识管线均视为无主
废弃管线由相关部门统一安排进行清理。在清理过程
中因未及时登记报备和未设置现场标志标识而造成的
责任和损失由各管线产权单位自行承担。

特此公告!
宁波市市政设施中心

2021年4月2日

关于限期清除解放桥、甬江大桥、
兴宁桥随桥外挂无主废弃管线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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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 3 月 31 日电
（记者许缘 高攀） 美国总统拜登
3 月 31 日宣布一项总额约 2.25 万亿
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一揽子计划，
并表示希望国会今年夏天批准该计
划。

当天，拜登在宾夕法尼亚州匹

兹堡市发表讲话时说，该计划包括
拨款 6210 亿美元用于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4000 亿美元用于改善老
弱病残者护理服务，3000 亿美元
用于促进制造业发展，1000 亿美
元用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其他资
金将分别投入住房条件改善、学校

设施更新、劳动技能培训等领域。
拜登表示，该计划的重点是促

进美国就业，希望通过增加企业税
为基建计划提供资金。此举料将遭
到国会共和党人反对。当天早些时
候，白宫副新闻秘书卡里娜·让-
皮埃尔对媒体表示，白宫已就该计

划与国会两党展开协商。
分析人士认为，逾 2 万亿美元

的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将进一步推高
联邦预算赤字，令美国经济不可持
续。另外，拜登加征企业税的做法也
可能导致美国企业将业务向海外迁
移，对美国实体经济产生长期影响。

拜登宣布逾2万亿美元基础设施建设计划

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
记者 褚怡

《华盛顿与樱桃树》 是西方世
界亲子故事，讲的是美国首任总统
乔治·华盛顿小时候砍倒父亲最爱
的樱桃树并及时承认错误的故事。
一句“我不能说谎”常被当作诚实
教育的典范。讽刺的是，这则故事
是作者杜撰的，华盛顿家里根本没
有樱桃树。

这则杜撰的故事不会伤人害
命，但一些西方国家杜撰的故事却
使不少国家动荡不安，使无数人家
破人亡。回放美西方“黑历史”，
一个个谎言酿成的种种祸端历历在
目，战火动乱中，多少生灵涂炭，
多少人流离失所。而谎言下的那些
事实真相，终将水落石出，撒谎者
的拙劣表演必将为人所不齿。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2003 年 3 月 20 日 ， 一 枚 枚
“战斧”式巡航导弹飞向巴格达，
开启了持续八年多的伊拉克战争。
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不顾国际社会强
烈反对，绕过联合国安理会，以其
认定的时任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
赛因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
执意对该国实施军事打击。而时至
今日，美方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
器依然未见踪影。

英国官方组建的伊拉克战争调
查委员会在 2016 年 7 月公布的报告
中指出，美国和英国发动这场战争

的两个理由，即伊拉克生产大规模
杀 伤 性 武 器 和 萨 达 姆 支 持 参 与

“9·11”袭击的“基地”组织，这
两个理由并不成立。

美国承诺推翻萨达姆政权带给
伊拉克的自由民主不过是泡影，真
正留给他们的是无尽的灾难和伤
痛。据美国布朗大学发布的数据显
示，战争爆发后十年里，有超过
19 万 人 直 接 死 于 战 事 和 暴 力 袭
击，其中七成以上是平民。

“化学武器”

2018 年 4 月初，多家西方媒体
报道叙利亚杜马镇发生“化学武器
袭击”事件，图片和视频画面显示
受袭者大多是妇女和儿童。叙利亚
政府坚决否认使用化学武器的指
责，称有关消息“是反政府武装支
持的媒体编造的假新闻”。4 月 13
日，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叙
利亚实施打击，美英法三国发动的
空袭把已经在战火中挣扎的叙利亚
人民再次推向深渊。

然而，2019 年 2 月，英国媒体
制片人利亚姆·达拉提在社交媒体
上发文称，经过近 6 个月调查，他

“完全确认”发生在杜马镇的所谓
“化武袭击”相关医院视频系人为
导演拍摄。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
道，在叙利亚政府军占据杜马镇郊
区以后，军方人员发现了相机和电
影制作设备。

哈佛大学肖伦斯坦中心研究员
詹姆斯·哈金在文章中写道，杜马

袭击事件中的错误信息极具警示
性。在假新闻时代，这是宣传战的
又一次编排。

“挽救生命”

2011 年 3 月 22 日， 在 以 美 国
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利比亚实施多
日军事打击后，时任美国总统奥
巴马说，美军在利比亚的军事行
动 还 将 继 续 ， 以 达 到 “ 挽 救 生
命”的“人道主义目的”。奥巴马
在 3 月 28 日的全国演讲中强调对
利比亚动武是为了整个国际社会
的利益。他说军事行动已阻止卡
扎 菲 政 权 实 施 一 场 针 对 平 民 的

“大屠杀”。
但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后，利比

亚却没有得到西方承诺的幸福，而
是安全形势持续恶化，陷入动荡。

肯尼亚国际政治问题分析人士
戈弗雷·阿约奥表示，西方国家真
实目的就是希望将卡扎菲政权推
翻，进而建立“傀儡政府”，以期
保障自己在利比亚境内的巨大经济
利益。马达加斯加塔那那利佛大学
法学教授让·埃里克认为，石油利
益是法英美等西方国家军事打击利
比亚卡扎菲政权的根本目的。

空头支票

2004 年，乌克兰在西方国家
支持下发生“橙色革命”。有媒体
披露，在此过程中，美国中央情报
局甚至亲自“操刀”，发动全面舆

论攻势，造谣乌克兰大选中的“舞
弊”行为。

英国 《卫报》 前记者谢默思·
米尔恩曾指出，自 20 世纪 90 年代
以来，西方一直试图通过将乌克兰
纳入北约等方式，来削弱俄罗斯的
影响力，并利用乌克兰“成为保障
欧洲——大西洋安全的重要推动
力”。

事实证明，从 2004 年的“橙
色革命”到 2013 年以来的乌克兰
危机，颜色革命没有让乌克兰获得
西方承诺的“民主、自由、和平、
繁荣”，曾经的工业强国、欧洲粮
仓陷入空前分裂、满目疮痍。

舆论骗局

1999 年 3 月至 6 月，以美国为
首的北约打着“防止科索沃人道主
义危机”旗号，在未经联合国安理
会授权的情况下，悍然轰炸南联
盟。

此前，时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鲁宾公开宣称，科索沃发生了所谓
的“种族清洗”。而战争中，西方
媒体报道对新闻事实进行倾向性和
选择性的报道。美英政要在电视演
讲中反复使用“种族清洗”“大屠
杀”等词汇，极力引导舆论。但后
来，北约发言人杰米·谢伊承认，
美国务院当时曾经提供了假消息。
这场危及整个巴尔干地区安全局势
的战争，对国际战略格局产生了重
要影响，所产生的问题一直持续至
今。

弥天大谎酿成的那些弥天大祸

新华社日内瓦 3 月 31 日电
（记者刘曲） 世界卫生组织 3 月 31
日呼吁，全球应采取联合行动，达
成一项新的国际条约，以防范和应
对未来发生的大流行病和重大突发
卫生事件。

世卫组织当天发布声明说，各
国应共同努力，争取就大流行病防
范和应对达成一项新的国际条约。
条约的主要目标是提高全球各国和
各地区对新的大流行病的抵御能
力，在警报系统、数据共享、科学
研究等领域增进国际合作，在全球
范围内加强疫苗、药物、诊断工
具、个人防护装备等的生产与分
发。

声明称，这一条约将植根于世
卫组织的 《组织法》，并以现有全
球卫生文件特别是 《国际卫生条
例》 为依据。

在 3 月 30 日世卫组织举行的会
员国通报会上，中国代表团表示，
中方一直积极致力于大流行病的防
范和应对，维护全球卫生安全。中
方欢迎加强全球团结、协调应对未
来大流行病的努力和举措，包括对
缔结 《全球大流行病条约》 等问题
进行研讨。中方认为相关举措应在
联合国和世卫组织的框架下开展，
确保会员国主导和各方共同参与，
进一步整合资源，形成合力，以不
断完善全球防控机制。

世卫组织呼吁

达成新的国际条约
以应对未来大流行病

据新华社洛杉矶 3月 31日电
（记者高山 黄恒） 美国警方 3 月
31 日说，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南部
的奥兰治县奥兰治市当天傍晚发生
一起枪击案，造成包括一名儿童在
内的至少 4 人死亡，另有 2 人受伤。

奥兰治市警方表示，他们当天

约 17 时 30 分接到报警，报警者称
在一个商业建筑内发生枪击事件。
随后，警员迅速赶到现场并制服嫌
犯。

警方正在对事件进行调查，尚
未透露嫌犯身份和动机，受害者身
份也尚未公布。

美加利福尼亚州发生枪击案
造成至少4人死亡

3月31日，警方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奥兰治县奥兰治市枪击案
现场工作。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