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招标条件
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 6 号至 10 号集装箱码头工程项目

已 由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以 发 改 基 础
【2014】1803 号批准建设，项目单位为宁波梅东集装箱码头有限
公司，招标人为宁波港物资有限公司，招标代理人为宁波中基
国际招标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企业自筹，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项目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 8#变电所
10kV 中压开关柜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 6#-10#集装箱码头工

程 8#变电所内。
建设规模：新建 2 个 20 万吨级和 3 个 15 万吨级集装箱泊位

及相应配套设施。
最高限价：人民币 340 万元。
招标范围：8＃变电所户内铠装式金属封闭 10KV 智能开关

柜 24 面，母线桥一座，长度暂定为 10 米，仅作报价参考，实际长
度以现场测量为准，具体详见第五章“供货要求”。

标段划分：1 个。
工期：合同签订后 10 个日历天内提供技术图纸，接到招标

方书面通知后的 45 个日历天内完成交货。
质量要求：按国家和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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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投标产品具有第三方检测机构（国家认可试验机构，具

有 CNAS 认证、MA 认证）出具的整柜型式试验报告；
3.3 投标人为投标设备的制造商或制造商授权的代理商

（代理商投标的须提供制造商出具的针对本项目的唯一授权
函），制造商与制造商授权的代理商同时参加投标或制造商授权
两家及以上不同的代理商同时参加投标，一律作无效标处理；

3.4 投标人须派一名项目负责人，投标文件中提供项目负
责人委任书；

3.5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实行资格后审；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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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1 年 5 月 11 日到 5 月 31 日

1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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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上述规定期限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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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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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参加投标的单

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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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主
体信息登记办理指南》。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6 月 3 日 9 时 30 分，

地点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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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受理场所安排详见当日公告栏）。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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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宁波

日报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港物资有限公司
地址：北仑迎宾路 16 号
商务联系人：周先生 电话：0574-27699975
招标代理机构：宁波中基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天童南路 666 号中基大厦 19 楼
联系人：杨未
电话：0574-87425382
传真：0574-87425386

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6#-10#集装箱码头工程8#变电所10kV中压开关柜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高新区总部基地二期 C01 地块项目已由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发展局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宁
波新材料科技城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招标人为宁波新材料科技
城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招标代理人为浙江科信联合工程项目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自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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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基地二期 C01 地块，东、南至其他地块，西、

北至总部二期内部道路。
建设规模：本项目总用地面积约 10216 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约 45259 平方米，其中地上面积约 30631 平方米，地下室面积
约 14628 平方米，拟内建商务办公建筑及相应配套设施。

项目总投资：约 3.1 亿元。
监理服务收费计费额：暂定 17500 万元。
工程类别及等级：房屋建筑工程。
施工监理服务标段划分：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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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施工合同工期。
施工监理服务范围和内容：施工图范围内的土建（结构、建

筑、幕墙、装饰装修等）、安装（水、电、暖、消防、空调等）、室外附
属、景观绿化等施工全过程监理。

施工监理服务期：自本工程开工之日起至所有监理服务内
容完成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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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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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
列要求：/；

3.3 拟派总监理工程师须具备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
注册专业房屋建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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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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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登记；
3.5.2 投标人及其拟派总监理工程师须按宁波市建筑市场

信用信息管理系统要求完成录入；
3.5.3 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总监理工程师不得为

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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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高新区分网（http://bidding.ningbo.gov.cn/gaox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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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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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标地点为宁波国家高新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
标室一（宁波高新区广贤路997号行政服务中心南楼309室）。

5.2 逾期送达（或上传）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
件，招标（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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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高新区分网、

宁波日报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新材料科技城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宁波高新区广贤路 997 号创新孵化大楼北楼

10 层
联系人：胡秋妮
联系电话：0574-87914991
招标代理机构：浙江科信联合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江南路 598 号九五国际大厦 A 座 934
联系人：毛军华
电话：0574-89076310
传真：0574-87360896

宁波高新区总部基地二期C01地块项目监理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绕城高速东段、穿山至好思房公路 2021

年养护工程已由宁波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甬交控[2021]26
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宁波绕城东段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宁
波穿山疏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招标人为宁波交投公路营运管
理有限公司，招标代理人为宁波交投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建设
资金为各业主自筹，并已落实到位。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
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工程地点：宁波绕城高速东段、穿山至好思房公路。
2.2 招标控制价：118456389 元（其中：宁波绕城高速东段

71992904 元、穿山至好思房公路 46463485 元）。
2.3 施工招标范围：宁波绕城高速东段 2021 年养护工程中

的 SMA 沥青玛蹄脂路面、桥梁伸缩缝、交安设施及服务区零星
维修等工程，具体详见施工图及清单。穿山至好思房公路 2021
年养护工程中的 SMA 沥青玛蹄脂路面、路基边沟排水沟、桥梁
伸缩缝、隧道涂装、交安设施及服务区零星维修等工程，具体详
见施工图及清单。

2.4 计划工期：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
2.5 质量要求：工程交工验收的质量评定：合格。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的施工企业资质：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同时具备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公

路养护工程二类甲级从业资质，并在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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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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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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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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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2 日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 16 时（以购买时间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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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标文件下载费用 300 元（其中电子交易平台使用费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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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1 年 6 月 3 日 9 时 30 分，开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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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受理场所
见当日公告栏）。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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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日报、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站（www.bidding.gov.cn）、宁波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网站（http://gzw.ningbo.gov.cn）、宁波交通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网站（www.nbjttz.com）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交投公路营运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海曙区解放北路 91 号 B 座
联系人：谢老师
电话：0574-89386630
招标代理机构：宁波交投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宁穿路 566 号 3 号楼 502 室
联系人：方路吉、刘丹
电话：0574-88371609
传真：0574-88310915

宁波绕城高速东段、穿山至好思房公路2021年养护工程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杭州湾跨海大桥南岸连接线、慈余高速 2021-

2022 年养护工程已由宁波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甬交控
[2021]26 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宁波大通开发有限公司、宁
波余慈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余姚市姚州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招
标人为宁波交投公路营运管理有限公司，招标代理人为宁波交
投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建设资金为各业主自筹，并已落实到位。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工程地点：杭州湾跨海大桥南岸连接线、慈余高速。
2.2 招标控制价：84006072 元（其中：杭州湾跨海大桥南岸

连接线 73441182 元、慈余高速 10564890 元）。
2.3 施工招标范围：杭州湾跨海大桥南岸连接线养护大中

修工程中的 SMA 沥青玛蹄脂路面、路基边沟排水沟、桥梁伸缩
缝、隧道涂装、交安设施及服务区零星维修等工程，具体详见施
工图及清单。慈余高速养护大中修工程中的 SMA 沥青玛蹄脂
路面、交安设施等工程，具体详见施工图及清单。

2.4 计划工期：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
2.5 质量要求：工程交工验收的质量评定：合格。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的施工企业资质：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同时具备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

公路养护工程二类甲级从业资质，并在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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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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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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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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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2 日至 2021 年 5

月 28 日 16 时（以购买时间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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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标文件下载费用 300 元（其中电子交易平台使用费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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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1 年 6 月 2 日 9 时 30 分，开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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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受理场所
见当日公告栏）。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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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日报、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站（www.bidding.gov.cn）、宁波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网站（http://gzw.ningbo.gov.cn）、宁波交通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网站（www.nbjttz.com）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交投公路营运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海曙区解放北路 91 号 B 座
联系人：谢老师
电话：0574-89386630
招标代理机构：宁波交投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宁穿路 566 号 3 号楼 502 室
联系人：方路吉、刘丹
电话：0574-88371609
传真：0574-88310915

杭州湾跨海大桥南岸连接线、慈余高速2021-2022年养护工程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象山港大桥及连接线、三门湾大桥及连接线

2021 年养护工程已由宁波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甬交控
[2021]26 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宁波市象山港大桥开发有限
公司、宁波三门湾大桥开发有限公司，招标人为宁波交投公路
营运管理有限公司，招标代理人为宁波交投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建设资金为各业主自筹，并已落实到位。项目已具备招标条
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工程地点：象山港大桥及连接线、三门湾大桥及连接线。
2.2 招标控制价：76072880 元（其中：象山港大桥及连接线

56468377 元、三门湾大桥及连接线 19604503 元）。
2.3 施工招标范围：象山港大桥及连接线 2021 年养护工程

中的 SMA 沥青玛蹄脂路面，路基边沟排水沟，桥梁伸缩缝，隧
道涂装、交安设施及服务区零星维修等工程，具体详见施工图
及清单。三门湾大桥及连接线 2021 年养护工程中的 SMA 沥青
玛蹄脂路面，路基边沟排水沟，桥梁伸缩缝，隧道涂装、交安设
施及服务区零星维修等工程，具体详见施工图及清单。

2.4 计划工期：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
2.5 质量要求：工程交工验收的质量评定：合格。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的施工企业资质：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同时具备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

公路养护工程二类甲级从业资质，并在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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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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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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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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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2 日至 2021 年 5

月 27 日 16 时（以购买时间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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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标文件下载费用 300 元（其中电子交易平台使用费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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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1 年 6 月 1 日 9 时 30 分，开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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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受理场所
见当日公告栏）。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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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日报、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站（www.bidding.gov.cn）、宁波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网站（http://gzw.ningbo.gov.cn）、宁波交通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网站（www.nbjttz.com）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交投公路营运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海曙区解放北路 91 号 B 座
联系人：谢老师
电话：0574-89386630
招标代理机构：宁波交投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宁穿路 566 号 3 号楼 502 室
联系人：方路吉、刘丹
电话：0574-88371609
传真：0574-88310915

象山港大桥及连接线、三门湾大桥及连接线2021年养护工程招标公告

一、项目概况
压赛堰临时菜场新建与经营服务外包项目。
五年经营费用最低限价：350 万元。
施工招标控制价：619.7025 万元。
服务期限：①施工计划工期：暂定 120 日历天（确保

于 2021 年 9 月底前竣工验收合格，具体施工工期要求以
发包人另行通知为准）；②承包期限自菜场竣工验收合
格交付承包单位经营起五年，合同五年一签。

本项目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成员（含联合体牵
头人）个数不得超过 2 个，联合体牵头人必须为承担经
营管理服务任务的单位。

二、资格要求
1. 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

规定；未被“信用中国”、中国政府采购网列入失信被执
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
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2.特定资格要求：
（1）投标人同时具有①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

以上资质；②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

并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
面具有相应的承包经营能力。

（2）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建筑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
贰级及以上资格，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
证）。联合体投标的应当由承担施工任务的单位派遣。

三、获取招标文件及报名方式
时间：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21 年 5 月 25 日
下载网址：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网江北分网
四、开标时间：2021年5月26日14:00
开标地点：江北区甬江街道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梅

堰路 571 弄 66 号，甬江街道社会服务管理中心）
五、具体公告内容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网江北

分网
六、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江北区压赛股份经济合作社
招标代理公司：宁波安全三江工程咨询招标代理有

限公司
联系人：赵工
电话：87384499

压赛堰临时菜场新建与经营服务外包项目公开招标（重发）

各位市民、各位游客：
横街镇爱中、爱岭、朱敏、乌岩、惠民各村位于双溪

口水库上游，芝岭(老村）、毛岙、大雷、云洲、凤凰、竹丝
岚各村位于溪下水库上游，均属水源保护区范围。近日，
我镇发现上述区域内时常有游客进行垂钓、烧烤、野炊
等活动，并随意丢弃垃圾，严重污染了当地环境。

根据国家水源保护管理相关规定，从即日起，禁止

一切人员在上述区域进行游泳、垂钓、烧烤或者从事其
他可能污染水体的活动。

我镇及相关执法部门将进一步加强对污染水源行为的
管控和打击，一旦发现，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处理。

特此公告
宁波市海曙区横街镇人民政府

2021年5月13日

关于禁止在水源保护区域烧烤游泳垂钓等活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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