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25 号宿舍楼项目已由宁波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20】174 号批准建设，项
目招标人为宁波市公共工程建设中心有限公司，招标代理人为
宁波东盛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建设资金由市财政及自筹解
决。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及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庐山东路 388 号，宁波职

业技术学院东校区内西南侧地块。
项目规模：本项目总用地面积约 4802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约 10918 平方米，新建 1 幢 5 层学生宿舍楼，设学生宿舍 270 间。
项目概算总投资：5301.01 万元。
招标控制价：43335914 元。
计划工期：330 日历天。
招标范围：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25 号宿舍楼项目施工图范

围内建筑安装工程、室外附属工程（含海绵城市）、智能化等专
业工程的施工总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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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要求：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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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许可证，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
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 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贰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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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工程项目分段发包

或分期施工的除外）,拟派项目经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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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通过浙

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登记；
（2）投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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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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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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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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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重新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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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
上述规定期限的，招标人将不予受理。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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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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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须自行下载相关文件，
如有遗漏，责任自负。

4.4 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招标文件，有意参加投标者在
网上购买招标文件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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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启动网上办理宁波市公
共资源交易主体信息登记的通知》。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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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人联系。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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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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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本项目电子投标文件由宁波网络（不见面）投标工具

V7.6.1 生成。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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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资源网上
交易系统（http://ggzy.bidding.gov.cn：60822/t9/login.jsp）。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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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宁

波日报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公共工程建设中心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宁波东盛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北仑区宝山路 317 号摩根国际 A 幢 15 楼
联系人：周宁栋 金琳 胡淼
电话：0574-86879107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25号宿舍楼项目（施工）招标公告

核心区 9#10#地块已列入 2021 年度土地出让计划。
因地块出让需要，需在地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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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设施。请相关权
属单位于见报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到北仑区土地储备
中心进行登记确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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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理科
联系电话：89384385
联系地址：宁波市北仑区新碶街道四明山路 700 号

太河商务楼 508 室
宁波市北仑区土地储备中心

2021年4月14日

核心区9#10#地块地下设施登记公告
为进一步规范道路交通和农机安全监管秩序，

彻底消除变型拖拉机 （悬挂拖拉机号牌的货箱一体

机动车） 安全隐患，保障社会公共安全，减少尾气

排放污染，改善大气环境，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

法》《浙江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浙江省农业机械

安 全 生 产 综 合 治 理 三 年 行 动 方 案 （2020- 2022

年）》 及 《宁波市变型拖拉机提前报废淘汰和限行

禁入实施方案》（甬农发 〔2020〕 115 号） 等规定，

决定对变型拖拉机实施全市道路交通禁行管理措

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禁行时间：自 2021 年 5 月 1 日零时起，每

日全时段。

二、禁行区域：宁波市行政区域道路。

三、违反本通告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

据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2021 年 5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对违反禁行规定的变型拖拉机，依法处

100 元罚款；2021 年 7 月 1 日起，对违反禁行且未按

规定报废淘汰的变型拖拉机，依法处罚并扣留车辆。

四、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原变型拖拉机限行

规定与本通告不一致的，以本通告为准。

特此通告

宁波市公安局

宁波市农业农村局

宁波市交通局

2021年4月14日

关于全市道路禁止变型拖拉机通行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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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东京4月13日电
记者 华义

日 本 政 府 13 日 召 开 内 阁 会
议，正式决定将福岛第一核电站上
百万吨核废水排入大海。日方这一
决定罔顾核废水入海对海洋环境和
人类健康的潜在危害，在缺乏充分
科学论证、国际监督和信息透明度
的情况下为一己之利排污入海，引
发日本国内外强烈质疑。

“祸水东引”

2011 年 3 月 福 岛 核 事 故 发 生
后，持续冷却核反应堆的措施产生
了大量核废水。福岛第一核电站运
营方东京电力公司 （东电） 称，预
计到 2022 年秋，福岛第一核电站
院内总计可储存 137 万吨废水的储
水罐将被装满，院内无处可新建储
水罐。

随着核废水储存能力接近饱
和，上百万吨核废水成为核事故处
理的一大包袱，更因周边地震频繁
等存在泄漏风险。今年 2 月 13 日，
福岛县附近海域发生 7.3 级强震，
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 53 个储水罐
发生错位。东电和日本政府监管部
门均称地震没有对核电站造成影
响，但此后从福岛县近海捕捞的一
种鱼被检测出放射性物质超标，而
这是约两年来福岛近海捕捞的鱼再
次被检测出放射性物质超标。

日本政府最终决定将核废水过
滤和稀释后排放入海，但核废水中
的放射性物质是否得到有效过滤、

核废水排放如何监管等问题难以让
外界放心。

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废水含有
铯、锶、氚等多种放射性物质，虽
然东电此前声称使用名为“多核素
去除设备”的过滤设施能过滤掉核
废水中的 62 种核物质，但实际效
果并不理想。

专业人士指出，福岛第一核电
站产生的核废水不同于一般核电站
正常运营过程中排放的废水，因接
触过堆芯熔毁的核燃料，其含有的
放射性物质极其复杂，这些放射性
物质能否被彻底过滤清除令人怀
疑。而在缺乏公开透明的国际监管
的情况下，很难核查排放入海的福
岛核废水中的放射性物质是否超
标。

更令人担忧的是，按照日方设
想的福岛核事故处理时间表，至少
要到 2041 年至 2051 年才能完成对
损毁核反应堆的清除工作。这意味
着，今后累积的核废水将不断被排
放入海，对海洋环境的影响将难以
估量。

国民反对

日本政府这一决定在国内外受
到广泛质疑和批评。日本全国渔业
协会联合会会长岸宏称，对日本政
府的决定感到“非常遗憾，难以容
忍”，并表示强烈抗议。包括福岛
县在内，日本东北地区多个地方政
府和民众深表担忧，认为核废水入
海将伤害沿岸渔业，并对当地食品
安全形象带来新的损害。

日本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党
首枝野幸男 10 日表示，日本政府
的做法完全无视福岛民众的呼声，
不能接受日本政府将福岛核废水排
放入海的决定。

日本环保组织“FoE 日本”等
多个市民团体 12 日向经济产业省
提交了来自 88 个国家和地区约 6.4
万人签名的反对向海洋排污的请愿
书。日本市民团体原子力市民委员
会 11 日也发表抗议声明称，福岛
核事故已导致大量放射性物质污染
福岛地区环境，绝不允许在此基础
上追加排放放射性物质。

日本广播协会 （NHK） 电视
台去年底一项民调显示，“反对”
和“比较反对”将过滤后的核废水
稀释到国家标准后排放入海的人占
51%。《朝日新闻》 今年 1 月初的民
调显示，55%的被调查者反对将核
废水处理后排放入海。

波及全球

日本福岛核事故是迄今全球发
生 的 最 严 重 核 事 故 之 一 。 2012
年，日本原子能安全保安院根据国
际核事件分级表将福岛核事故定为
7 级，与 20 世纪 80 年代的切尔诺
贝利核事故等级相同。妥善处置福
岛核电站废水问题关系到国际公共
利益和周边国家切身利益。日本政
府排放核废水的决定不仅遭到国内
民众强烈反对，也面临国际社会广
泛质疑。

分析人士指出，根据 《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 及相关国际规则，成

员国有义务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
有义务“采取一切可能措施”防止
海洋污染，有义务向国际机构和其
他相关国家及时通报和公开核污染
信息和应对措施。但日本迄今的做
法，不是遮遮掩掩，就是避重就
轻，与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也没有
建立起有诚意的沟通机制。

德国一家海洋科学研究机构制
作的核废水排放模型动图显示，福
岛沿岸有强洋流，从排放之日起
57 天内，放射性物质将扩散至太
平洋大半区域，10 年后蔓延至全
球各海域。

韩国政府 13 日表示，韩方强
烈要求日方采取具体措施，保障韩
国国民安全，防止海洋环境遭受破
坏。韩国民间环保组织“环境运动
联合”能源气候局局长安哉训表
示，并不是没有其他解决核废水问
题的办法，日方强行决定排放的做
法令人担忧。

中 国 外 交 部 发 言 人 13 日 指
出，日本在未穷尽安全处置手段的
情况下，不顾国内外质疑和反对，
未经与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充分协
商，单方面决定以排海方式处置福
岛核电站事故核废水，这种做法极
其不负责任，将严重损害国际公共
健康安全和周边国家人民切身利
益。

百万吨核废水将入海 日本这一手太“污”

▲4月13日，抗议者在日本东
京的首相官邸外反对福岛核污水排
入大海。

◀这是 1 月 8 日拍摄的日本福
岛第一核电站和核污水储水罐。

（均据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
记者 孙萍 吴刚 李东旭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11 日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说，当前
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局势非常危
险，随时可能爆发内战，俄方已多
次对此表示担忧。

乌克兰东部地区局势近来再趋
紧张。乌方称，俄罗斯在乌俄边境
地区集结军队，对乌安全构成威
胁。俄方则指出，北约国家及其他
势力的军事力量在靠近俄边境地区
正变得更为活跃，这迫使俄方保持
警惕，俄正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边境
安全。

分析人士认为，乌东部紧张局
势升级折射出美俄之间博弈加剧的
趋势。但美国不太可能动用武力直
接干预乌东局势，而在缺乏有力外
援的情况下，乌克兰政府主动向东
部民间武装发起大规模进攻的可能
性也不大。

各方频繁动作

今年以来，乌克兰政府在乌东
问题和对俄关系上采取了一系列行
动，先是宣布要收回克里米亚并结
束俄对乌东部的“侵略”，同时大
力打击乌国内亲俄势力，此后又不
断向东部地区增兵。

乌总统泽连斯基近来前往乌东
部慰问一线官兵，并赴土耳其与土
总统埃尔多安会晤，寻求土方支
持。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
希望北约今年把乌克兰纳入“北约
成员国行动计划”，称此举“将向
俄罗斯释放切实信号”。

在此情况下，俄方近来也往克
里米亚方向以及与乌克兰接壤地区
集结部队，并对乌方发出严厉警
告。

而美国则借机加紧对俄方施
压。4 月 2 日，美国总统拜登与泽
连斯基首次通话，称不会在乌东部
局势升级时让乌克兰独自面对俄罗
斯。4 月 5 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普赖斯指责俄军在俄乌边境集结，
要求俄做出解释。另据土耳其外交
部透露，美国海军两艘战舰计划于
14 日至 15 日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
进入黑海。

大战可能不大

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通
过强化军事合作等方式积极拉拢乌
克兰，持续加大对俄军事和政治围
堵。分析人士认为，美乌在乌东问
题上联手有多重考量。从乌方角度
看，乌克兰政府因一系列内政问题
导致国内民意支持率下滑，因此需
要通过提升乌东问题关注度获得民
众支持。与此同时，乌方认为，拜
登政府的对俄政策将比其前任特朗
普政府更加强硬，因此乌克兰相关

诉求有望得到美方更多重视，乌克
兰在加入北约以及获得援助等问题
上也有望得到西方国家更多支持。

从美方角度看，拜登政府需要
借助乌东问题加大对俄罗斯的孤立
和打压力度，并挑拨俄欧关系，干
扰破坏俄欧在“北溪-2”天然气
管道等重要项目上的合作。如果乌
东部再度爆发大规模冲突，俄罗斯
难以置身事外，美国可坐收渔翁之
利。

不过，美国不太可能直接出兵
乌克兰，与俄罗斯正面交锋，因为
这将带来难以预料的军事风险。而
没有美国的直接干预，乌克兰仅凭
自身军力难以与俄罗斯抗衡，因此
其主动在乌东地区发起大规模进攻
的可能性不大。

而俄罗斯显然也没有主动挑起
战事的理由。乌克兰未来关系研究
所研究员特什科维奇认为，俄罗斯
增兵克里米亚和俄乌边境地区，真
实意图是向乌克兰和北约施压，一
方面可以支持乌克兰国内被打压的
亲俄力量，另一方面可以阻止北约
力量的扩张。

外交努力继续

针对乌克兰和西方对俄集结部
队的指责，佩斯科夫说，俄方在本
国境内调遣军队是俄罗斯自己的
事，不应引起其他国家担忧。与俄
罗斯相邻的国家正试图通过武力解
决顿巴斯问题，这对俄构成了安全
威胁，俄方理应采取措施保证自己
的安全。

俄 外 长 拉 夫 罗 夫 12 日 表 示 ，
遗憾的是，当前基辅方面没有吸取
2014 年的教训，没有履行明斯克
停火协议中规定的义务。基辅方面
可能会在顿巴斯地区发动鲁莽行
动，希望有关国家认清形势，不要
支持这种行为。

俄政治观察人士斯塔里科夫表
示，从军事和经济角度看，当前顿
巴斯地区形势非常严峻，最重要的
是恢复该地区的和平稳定。发生军
事冲突对俄罗斯和乌克兰都不利。
他说，在美国等国家的支持下，不
能排除基辅方面动武的可能性，俄
方已从各方面采取措施做好应对准
备。

尽管乌东局势十分紧张，但外
交努力还在持续。俄总统普京已于
3 月底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
统马克龙举行视频峰会，讨论乌东
部局势等问题。4 月 8 日，普京又
同默克尔通电话，讨论了乌克兰局
势。而泽连斯基计划于本周前往巴
黎与马克龙会晤。

佩斯科夫 11 日表示，由俄乌
德 法 四 国 参 加 的 “ 诺 曼 底 模 式 ”
峰会也在紧张筹备中。但俄方已
明确指出，鉴于美方在乌东问题
上的立场，美国不能参与这一会
谈。

乌东剑拔弩张
美俄加紧博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