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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区第一批次集中公告住宅用地清单

注：具体情况以各地块出让须知文件、规划条件和相关附件为准，出让起价和竞买保证金以人民币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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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甬储出 2021-032 号

甬储出 2021-033 号

甬储出 2021-034 号

甬储出 2021-035 号

甬储出 2021-036 号

甬储出 2021-037 号

甬储出 2021-038 号

甬储出 2021-039 号

甬储出 2021-040 号

甬储出 2021-041 号

拟出让地块名称

溪口镇湖山新城七号与百丈
路南侧地块（HSXC-01-15、
21）

镇海 ZH03-02-22-01 地块

北仑大碶松花江路站南 BL
(ZB)07-02-07-1#地块

宁波市奉化区塔水（FH17-
03-05a-1）

锦屏街道阳光茗都西侧地块

江北区 CC09-02-10b 地块

镇海区 ZH10-02-37 地块

中交未来城 JK05-01-01j 地
块

宁 波 南 部 新 城 JK05- 01-
02e、JK05-01-02g 地块

鄞 州 区 06- 04- 10a#（东 钱
湖）地块

区域

奉化

镇海

北仑

奉化

奉化

江北

镇海

奉化

奉化

东钱湖

用途

城镇住宅、零售商业、
餐饮、旅馆、商务金融
用地

商住混合用地

城镇住宅及配套用地

城镇住宅、零售商业、
餐饮、其他商服用地

城镇住宅、商务金融用地

城镇住宅及配套用地

城镇住宅及配套用地

城镇住宅及配套用地

城镇住宅、零售商业、
餐饮、旅馆、商务金融
用地

城镇住宅及配套用地

土地面积
（公顷）

2.7745

1.7584

1.7393

2.3782

1.0809

2.5185

0.9745

1.7905

5.7563

2.0334

综合
容积率

2.12

2.4

1.8

2.7

1.8

1.6

1.1

2

2.38

2

计容建筑面积
（平方米）

58875

42201.6

31307.4

64211.4

19456.2

40296

10719.5

39391

137135.1

40668

起始总价
（万元）

21842.63

32073.22

48369.93

48158.55

10311.79

54399.60

7514.37

45299.65

78167.01

8418.28

竞买保证金
（万元）

4400

6500

9700

9700

2100

10880

1510

9100

15700

1700

住宅毛坯销售限价
（元/平方米）

12300

20000

26400

17200

12850

23700

15000

22100

20700

9000

主要开发建设要求

本地块的商务用房在土地
使用年限内须整体自持，
不得对外销售。

本地块为安置地块。住宅、
商业用房销售价格为 9000
元/平方米，非人防车位销
售价格为 5 万元/个。

竞配建

人才安居房

人才安居房

自持租赁住房

人才安居房

无偿移交安置房

人才安居房

人才安居房

人才安居房

人才安居房

无偿移交安置房

甬地码
（内含规划条件和实景三维图）

【上接第10版】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工程学院杭州湾汽车学院学生公寓项目

已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20〕232 号批准
建设，项目使用单位为宁波工程学院，招标人为宁波市公共工
程建设中心有限公司，招标代理人为浙江凯翔工程咨询管理有
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市财政资金和宁波工程学院自筹资金安
排解决，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
项目的监理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位于杭州湾新区滨海二路 769 号，宁波工程学

院杭州湾汽车学院内东片区预留发展地块。
建设规模：总用地面积约 1000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11553 平方米，新建 2 幢公寓楼，设公寓 310 套，同时配套建设绿
化、道路、给排水、电气等附属设施。

项目总投资：总投资约 6852 万元。
建设项目工程概算投资额：5707 万元。

监理服务标段划分：1 个标段。
质量控制目标：同施工质量等级要求。
安全控制目标：同施工安全等级要求。
进度控制目标：同施工工期保持一致。
监理服务范围和内容：桩基、围护、人防、土方开挖、土建、

装修、水、电、暖通、电梯、消防、弱电、市政、景观及绿化，泛光，
亮化，附属工程等所有工程的全过程监理施工全过程监理及保
修期监理服务。

监理服务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本项目缺陷责任期满，
缺陷责任期 24 个月，缺陷责任期自工程通过交付联合检查具
备交付条件之日起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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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具备房屋建筑工程监理乙级及以上或工程监理综合资
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监理能力。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 总监理工程师资格须具备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
专业为房屋建筑工程。

3.4 拟派总监理工程师应无在建项目（同一工程项目分段
发包或分期监理的除外）。

3.5 其他：（1）企业注册地在浙江省行政区域以外的投标人，
须通过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登记。（2）投标人及其拟派总
监理工程师须按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系统要求完成录入。

（3）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总监理工程师不得具有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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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
拟派项目总监理工程师不得为失信被执行人。产生预中标候选
人后，招标代理人将在公示前对预中标候选人及其法定代表人、
拟派项目总监理工程师的信息进行查询，若存在失信被执行人
信息的，招标人将取消中标候选人资格并重新组织招标（失信信
息查询以“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 查询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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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dding.ningb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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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为远程不见面开标，所有投标文件均采用电子

格式，由投标人在投标截止时间（详见时间安排表）前上传至宁
波市公共资源网上交易系统(http://ggzy.bidding.gov.cn:60822/
t9/login.jsp)。

5.2 逾期上传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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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网站（http:

//bidding.ningbo.gov.cn）、宁波日报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名称：宁波市公共工程建设中心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工
招标代理机构：浙江凯翔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云龙镇云彩路 487 号
联系人：沈燕君、陈静、贺意波、徐新宇
电话：0574-83033570

宁波工程学院杭州湾汽车学院学生公寓项目（监理）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2021 年 S213 浒溪线余姚段(K51+300-K94+250)路面提升

工程施工已由宁波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以甬公运养【2021】
48 号文件批准建设，养护资金来自上级补助，招标人为余姚市
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工程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工程的施
工进行公开招标。

2.工程概况与招标范围
2.1.建设地点：浙江省余姚市。
2.2. 工程规模及范围：本次提升工程实施长度 42.95 公里，

主要包括全线路面罩面，全线标线恢复，及其他零星附属工程
的修复等，具体内容详见施工图及清单。

2.3.技术标准：原设计等级，多路段多等级（二级~四级）。
2.4.计划工期：100 日历天。
2.5. 质量要求：符合现行国家质量验收评定标准合格等

级。
2.6.工程造价：约 3793 万元。
2.7.标段划分：本次招标共 1 个合同段。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备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公
路养护工程二类乙级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
应的养护施工能力。

3.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各投标人均可就上述标段中的 1 个标段投标。
3.4. 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单位，

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
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的投标，否则，相关投标均无
效。

3.5.投标人不得有被相关行政主管部门限制在宁波行政区
域内投标的违法行为记录，且在处罚有效期内。

3.6.投标人须按宁波市交通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要
求完成录入和公示。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至 2021 年 5

月 17 日 16 时（以下载时间为准）登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http://www.bidding.gov.cn)自行下载招标文件（包括图纸），未
下载招标文件的投标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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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1 年 5 月 19 日 9 时 30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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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会议
室详见当月电子指示屏）。

5.2 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不按照招标文件要
求密封的投标文件，招标人将予以拒收。

6.招标公告发布
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和

宁波日报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余姚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
地址：余姚市南雷南路 388 号
联系人：余工 电话：0574-62782407
招标代理机构：宁波信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余姚市白云商贸中心 605
联系人：孙工 电话：0574-62683586 13567450043

2021年S213浒溪线余姚段（K51+300-K94+250）路面提升工程施工招标公告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宁穿路 535 号 电话：87800666
日期：2021 年 4 月 29 日

物资名称
消防器材

辐射管（电炉配件）

工程机械液压管

传动配件

螺杆

制作安装栏杆、铁艺配件

绝缘材料、塑料工程

伟星、中财管道

方大工具

南通钢丝绳

花王涂料

电动、手动叉车

不锈钢板材

因行情变化，以当日报价为准。产品种类繁多，欢迎垂询、交易。

规格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品牌
厂房直销

厂房直销

厂房直销

厂房直销

厂房直销

厂房直销

厂房直销

伟星、中财

方大

南通

巴德士

通力

宝钢

价格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联系电话
13305845828

13906680771

13306682809

13566022488

13586926283

13905746438

13989300022

18106678200

18217570575

13906688749

13586548338

13396699606

13567849350

华东物资城机电市场价格行情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 G228 宁海下陈至三门界段公路工程（一期）已

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18〕518号、甬发改
审批〔2020〕152 号批准建设，建设资金来自自筹，招标人为宁海
县交通集团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交

（竣）工质量检测进行公开招标。本项目招标采用资格后审方式。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G228 宁海下陈至三门界段公路工程(一期)，主线长

3.380km，采用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 80km/h，双向四车
道，路基宽度 24.5m，特大桥 2260.1m/1 座，中桥 37m/1 座，小桥
21m/1 座；桥梁设计汽车荷载等级为公路—Ⅰ级；连接线长
3.563km，用四级公路标准设计，设计速度 20km/h，双向两车
道，路基宽度 6.5m，大桥 320.14m/2 座，桥梁设计汽车荷载等级
为公路—Ⅱ级。计划建设工期 39 个月。

2.2 招标范围：本工程范围内的路基、路面、桥涵、环保、交
通安全设施等工程的软基沉降、稳定性监测、桩基检测、预应力
张拉力、压浆密实度及荷载试验、桥梁荷载试验等专项检测和
竣（交）工实体质量检测、外观检查等。

2.3 服务期：从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本工程通过竣工验收之

日止。
2.4 标段划分：本次招标共划分为 1 个标段。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其本身或内

设机构具有交通运输部门颁发的公路工程综合甲级工程试验
检测机构等级证书；具有省级及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
有效的计量认证合格证书（CMA）；被列入浙江省 2019-2021
年公路工程质量监督检测（含质量监督抽检和竣（交）工质量检
测）检测机构名录（具体按照浙交监【2019】8 号执行）；持有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有效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
人证书，并在人员组成结构、业绩、试验检测设备、履约信誉等
方面满足强制性资格条件要求（具体内容详见第二章“投标人
须知附录”）。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 投标截止时间前投标人须按宁波市交通建设市场信用

信息管理系统要求完成录入和公示。
3.4 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

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
存在控股（含法定代表人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
时参加同一标段的投标。

3.5 投标人不得有被相关行政主管部门限制在宁波市行政
区域内投标的违法行为记录，且在处罚有效期内。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1 年 4 月 27 日到 2021 年 5

月 17 日 16 时（以下载时间为准）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
站（http://www.bidding.gov.cn）下载招标文件。

4.2 招标文件下载费用 300 元，售后不退。
4.3 如有补充的招标文件请关注本网站，自行下载，不另行

提供纸质版补充文件。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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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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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与招标代理机构联系。
4.7 未按要求下载招标文件的投标人，其投标将被拒绝。
4.8 温馨提示：凡受到相关行政监督部门限制投标的企业，

请慎重购买。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招标人不统一组织踏勘现场及投标预备会，投标人可

视需要自行前往进行踏勘。
5.2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1 年 5 月 20 日 9 时 30 分，投标人应于当日投标文件递交的截
止时间前将投标文件递交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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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受理场所安排详见
电子指示屏幕）。

5.3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
不予受理。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

www.bidding.gov.cn）和宁波日报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海县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宁海县桃源街道兴海北路 99 号
邮编：315600
联系人：邬先生
电话：0574-59957150
招标代理人：浙江至诚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宁波市江北区槐树路 146 号黄金水岸 1708 室
邮编：315000
联系人：黄先生、吕女士
电话：0574-27964312-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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